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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經營者的話　　永續成果與績效　　力積電簡介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溝通利害關係人

關於本報告書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力積電、PSMC 或本公司 ) 第二本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報告書內容由本公司各單位提供、彙編而成，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發布之永續性報導準則 (GRI Standards)「核心 Core」

依循選項，進行報告資訊編撰與揭露，經力積電內部核可後對外發布。

每年編製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透明揭露力積電的永續計畫、實踐歷程與績效達成狀況，期許自己為社會驅動更多正向的改變。

報告書範疇與邊界
報告期間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報告書於 2020

年 12 月發行，報告書邊界包含 12 吋廠區 ( 前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及 8

吋廠區 ( 前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各廠區皆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管轄

範圍內，內容涵蓋利害關係人關注於力積電在經濟、環境及社會等面向之各項

重大議題的具體實踐。本報告書與上一版本相比，新增 2019 年投產之 8B 廠

資訊，此外在數據部分有資訊重編之情形，將分別於表格備註說明。

註：12 吋廠揭露範圍為 P1/2 及 P3 廠，8 吋廠揭露範圍為 8A( 含 8AD) 及 8B 廠。

撰寫依據與綱領
本報告書內容架構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準則以及 AA1000 當責性

原則為主，透過重大性的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永續主題及決定順

序，分析出此本報告要揭露之環境保護議題、相關策略、目標和措施、勞動行

為、人權及社會層面衝擊說明等面向，並依所列之管理方針做為撰寫依據 ( 詳

見附錄二 )。參考下列相關綱領與倡議：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RI 
永續性報導準則 ( 簡稱 GRI 準則 )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	AA1000 當責性原則 (2018)

◆	ISO 26000 社會責任指南

◆	聯合國全球盟約

報導週期
◆	上一次發行日期：2019 年 12 月

◆	本次發行日期：2020 年 12 月

◆	下一次發行日期：2021 年 9 月

報告書查證
為 增 加 報 告 書 之 公 正 性， 委 託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BSI) 依 據 GRI 準 則 及

AA1000 AS(Assurance Standard) 保證標準 (2008) 及其 2018 年附錄之第二

類之高度保證等級方式查證本報告書，經 BSI 查證後本報告書符合上述架構及

保證標準等級，提升組織報告的透明性與可信賴度，保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附

錄一，GRI 內容索引附於本報告書附錄二，提供閱覽者參閱。

聯絡資訊
◆	風險管理處  丁立文資深處長

◆	地址：300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力行一路 18 號

◆	電話：886-3-5795000 ext2356

◆	傳真：886-3-5792040

◆	E-mail：csr@powerchip.com

◆	網站：http://www.powerch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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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簡稱 " 力積電 " ) 於 2019 年 5 月 1 日因應母公司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 力晶科 " ）調整企業架構，發行普通股股份向

力晶科收購三座 12 吋晶圓廠及相關營業、資產，整併後，本公司擁有三座 12 吋廠、兩座 8 吋廠及近 7,000 名員工。深知規模越大對產業、社會的影響也越深，除了

平衡利益關係人、社會、企業三者的關係，力積電更希望以自身營運經驗建立永續發展典範，融入社會創造分享共榮的良性循環。

由於 2019 年全球貿易形勢動盪、記憶體市場萎縮，導致代工訂單疲軟，總結本公司 2019 年度擬制性（下同）合併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下滑 28.1% 至新台幣（下

同）359 億元，毛利率較前一年滑落 22.2% 至 8.4%，雖然營業成本降低到 329 億元，營業費用也減少到 52.7 億元，稅後仍產生 26.4 億元淨損、每股虧損 0.94 元，

為過去七年來首次虧損。

隨著中美貿易戰逐漸緩和以及 5G、AI、IOT 的商機逐漸浮現，目前全球半導

體代工產能供不應求的態勢形成，本公司預期今年現有各類代工產品可望擺脫去

年的虧損，透過優化客戶結構、推進代工製程技術、調升代工價格與產能利用率，

將可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回復過往力晶科時代持續獲利的景象。

除了在經營上前瞻規劃、精確執行以求成長獲利，照顧員工及股東的權益之

外，我們也會持續強化力晶文化基金會、公益社團與員工福委會等機制，提升社

會文化品味和正能量。去年我們透過回收 269 份來自於員工、求職者、客戶、投

資者 ( 股東 )、供應商、主管機關、承攬商及鄰廠 / 鄰居等 8 大類本公司主要利害

關係人主題關注度問卷，以及回收 35 份本公司各部門代表主題衝擊度問卷的方

式，來了解各利害關係人對本公司看法與期許，期望透過此一方式來與各利害關

係人進行深度溝通，為本公司之永續發展而努力。

此外，我們持續致力於減少耗電、紙本文件使用、增加製程水回收率、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增加廢棄物再利用率，來彰顯企業與環境的共生關係，善盡

社會責任。

展望未來，我們將以一貫戒慎堅毅的態度迎向挑戰，堅信在企業獲利壯大的

路途上，與員工、股東合作夥伴和社會共享經營果實，是為企業創造源源不絕成

長動能的最好方法。本公司將會一如既往，以積極、坦誠的態度，面對、溝通、

處理所有的問題與挑戰，抱持分享的信念成為永續經營的良好企業公民。
董事長	黃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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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的話
很高興「2019 力積電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順利出刊。本公司於 2019 年調整企業經營架構後，現分成記憶產品、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兩大事業群。記憶產品事

業群主要從事 DRAM 與 NAND/NOR Flash 等記憶體產品的技術開發與晶圓代工服務；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代工事業群則主要從事面板驅動 IC、電源管理晶片、分離

式元件、CMOS 影像感測器、嵌入式非揮發記憶體等產品的技術開發與晶圓代工服務。作為國際領導的半導體廠商，在創造利潤、為股東權益負責的同時，我們也積

極善盡對員工、客戶、供應商、經濟、環境及社會的企業責任，希望藉由本報告書的相關資訊揭露，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具體了解本公司的用心及努力，展現我們對社

會責任、永續經營的重視與落實的決心。

總經理	謝再居

這幾年的努力，本公司已發展成全球唯一提供多世代記憶體與多樣特殊邏輯製

程的晶圓代工廠，除能爲客戶代工生產利基型產品，未來也可將技術延伸到異質整

合（記憶體與邏輯 IC）的創新型晶片系統整合業務。我們將持續推展國際合作、開

發自主技術，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累積競爭優勢，與客戶共創雙贏，並以穩

健的財務規劃與執行能力，創造良好的獲利空間以回饋股東。本公司認為企業除了

獲取利潤與創造經濟效益的基本要求之外，社會責任的實踐更是重要策略思維。因

此，力積電將透過多元化的發展佈局與經營模式，將外部的嚴峻挑戰轉化為新商機，

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外，更要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更大的價值，以減少生產運營

對社會、環境的衝擊，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最後，感謝一路上與本公司共同成長的所有夥伴，我們將努力經營並以實際的

績效回饋給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於客戶，深研廣納各項產品技術，滿足客戶各類產

品生產規劃，強化客戶對本公司的信賴；對於投資人，提高獲利穩定性與績效，降

低股東投資風險，增進長期投資意願；對於全體員工，全力維護員工權益、健康及

安全，並適時給予激勵，提供優良且健康的職場環境，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對

於供應商，明確落實各項生產計畫，以利其有效滿足本公司對於各項原物料與零

組件之需求，降低其生產與庫存之營運風險。我們將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理念，持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也期盼長期以來關心力積電的社會各界能不

吝給予建議，讓我們能更加茁壯，更有能力分享、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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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永續成果與績效

永續發展
溝通無礙

269 份 回收 8 大利害關係人主題關注度問卷。

35 份 回收各部門代表之主題衝擊度問卷。

24 個 鑑別之重大永續主題。

誠信治理
積極創新

無 2019 年度貪腐事件。
無 2019 年度力積電各營運據點重大違規事項。

15 秒
建置緊急應變疏散點名系統，集結點名時間由
15-20 分鐘大幅縮減。

無 2019 年度力積電重大資安事件。
達標 2019 年度力積電內部 6S 競賽成績。
無 2019 年度之客戶 FAB 稽核主要缺失。

100%
生產性原物料 GP 檢測報告 / 
承諾書提供之年度達交率。

99.17% 2019 年廠商評鑑結果合格率。

100%
力積電有交易往來的靶材與氣體供應廠商中，承
諾不使用衝突礦產之比例

187 家次 2019 年度力積電針對供應商進行評鑑。
55 家次 2019 年度力積電針對承攬商進行評鑑。
74 件 2019 年度力積電申請專利獲證。

30%
2X 奈米 DRAM 製程優化，DDR4 顆粒數於每片
晶圓可增加。

29%
2019 年開發出 NAND Flash 28 奈米代工技術平
台，提供客戶較 40 奈米技術平台增加產出。

完成
2019 年度針對 5G 及 AI 等特定應用的高速邊緣運
算所需之 AIM 平台開發

完成
2019 年度針對 80 奈米平台小面板驅動 IC 開發鋁
製程，降低後段製程成本。

96 分 2019 年度力積電整體客戶平均滿意度。

能源優化
關懷環境

達成 2019 年度力積電節能 1% 之年度目標。

18% 2019 年減少紙本文件用紙量。

85% 以上 2019 年度力積電製程水回收率。

無 2019 年度力積電遭環保主管機關之處分。

降低 2.4% 2019 年度力積電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相較 2018 年。

93.5%
2019 年度力積電之揮發性有機物去除效率皆優於
法規規定之 90%。

增加 1% 2019 年度力積電廢棄物再利用率相較 2018 年。

無 防治新冠肺炎有成，無任何確診病例。

友善關懷
利益共享

100% 2019 年度力積電『夥伴的話』溝通平台回覆率。

1.6% 2019 年度力積電總離職率均較 2018 年降低。

100% 2019 年公司所有員工接受定期績效評核比例。

1,108 位 2019 年接受人權保障相關訓練同仁。

1.9% 2019 年度力積電留任率較 2018 年提高。

95% 2019 年年度訓練課程滿意度調查。

18 場 2019 年主 / 協辦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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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2月

力晶半導體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

1995

3月

八吋晶圓廠
（8A 廠）動土

1996

10月

0.4 微米
16MbDRAM / 
SDRAM 量產

2000

7月

第一座十二吋
晶圓廠（P1 廠）
動土

12月

量產 0.18 微米
DRAM 及 DRAM
代工服務。

2002

11月

P1 廠啟用

2003

10月

第二座十二吋
晶圓廠（P2 廠）
動土

4月

十二吋晶圓廠代
工業務投片生產

2004

3月

P2 廠啟用

2005

2007

9月

八吋晶圓廠代工
業務投片生產

2008

4月

8A 廠分割為
鉅晶電子公司

2009

2月

鉅晶電子 0.18
微米 LCD 顯示
驅動晶片量產

2006

1月

購入旺宏十二吋
晶圓廠房，並命
名為 P3 廠

2月

與瑞薩（Renesas）達
成 AG-AND 快閃記
憶體技術授權協議

2011

1月

鉅晶電子 0.18
微米電源管理
晶片量產

12月

40 奈米 16Gb NAND 
Flash 榮獲第 20 屆台
灣精品獎

2014

7月

鉅 晶 電 子 42V 
e-label IC 量產

8月

55 奈米小尺寸 
LCD 驅動晶片
代工製程量產

2016

1月

鉅晶電子 0.35 微
米 Power IC 供
應美國 IDM 大廠

6月

25 奈米鋁製程版
4Gb DRAM 量產

2017

7月

鉅晶電子購入竹南科
學園區新日光廠房，
並命名為 8B 廠

9月

鉅晶電子 700V 電
源管理晶片量產

2018

9月

鉅晶電子改
名為力積電
8B 廠啟用

2015

7月

鉅晶電子
LV MOSFET 供應
美國 IDM 大廠

8月

取得美光 25 奈米
鋁製程 DRAM 技
術授權

10月

鉅晶電子 8AD
篤行廠區量產

2013

6月

與美商金士頓締結 DRAM 代
工盟約，成功轉型為專業晶圓
代工公司，建立營運新模式

7月

鉅晶電子 500V HV 
MOSFET 供應日本
IDM 大廠

8月

取得美光 25 奈米
DRAM 授權

2010

3月

鉅晶電子 0.18 微
米 微處理控制晶
片量產

12月

40 奈米 16Gb 
MLC 快閃記憶
體量產

2012

4月

90 奈 米 LCD
驅動晶片代工
製程量產

5月

鉅晶電子 0.18 微米 
Power MOSFET 量產

20195月力晶將晶圓廠及相關營業、資產讓與力積電

公司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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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簡介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4 月自力晶科技 8 吋廠分割成立。原以生產 DRAM 為主，2012 年母集團決定淡出標

準型 DRAM 市場，2013 年本公司轉型為專業晶圓代工廠，以客製化的經營彈性、高效率與多元化的製程管理，及獨創的 Open Foundry 代工服務策略廣獲客戶認同，

也為客戶提供了市場競爭優勢。

為聚焦專業晶圓代工、明確產業定位，力晶集團於 2019 年 5 月完成企業重組，由力晶科技將 3 座 12 吋晶圓廠及相關營業、資產，讓與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 簡稱 " 力積電 "，為力晶科技 100% 控股的子公司 )，力晶科技則轉為控股公司。

公司概況

公司名稱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2008 年

上市時間 /股票代號 於 2019 年 12 月辦理公開發行。

主要產品 晶圓代工

董事長 黃崇仁

員工人數 6,878 人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

資本額 新臺幣 310.5 億元

營業收入 新臺幣約 359 億元

營運據點 企業總部地址為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一路 18 號，擁有之 2 座 8 吋、3 座 12 吋晶圓廠，
皆位於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管轄範圍內。

聚焦晶圓代工
目前擁有 2 座 8 吋及 3 座 12 吋晶圓廠，近 6,900 位員工的力積電，將針對先進記憶體、客製化邏輯積體電路與分離式元件的三大晶圓代工服務主軸，持續 Open 

Foundry 營運模式，從晶片設計、製造服務，到設備、產能分享，根據不同客戶的屬性和需求，共同建立緊密、彈性的合作機制。

堅持精進技術、嚴格品管和高效率製造的力積電，將持續推展國際合作策略、引進尖端科技、開發自主技術、穩健拓展市場，致力提供專業晶圓代工服務與客戶

共創雙贏，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累積競爭優勢，成為穩定獲利的世界級半導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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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參與
力積電身處變革快速的半導體行業中，除持續提升生產技術外，亦須掌握第一手產業趨勢，透過參與各項公協會，保持與外界交流、互通資訊。

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生產DRAM

力晶科技分割 8 吋晶圓廠，
成立本公司
( 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1994 2008 2012 2013 2018 2019

集團退出標準型DRAM市場 9 月 4 日正式更名為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

轉型為晶圓代工廠 5月 1日接收力晶 12吋晶圓廠

組織名稱 身分
台灣物聯網產業技術協會 理事長、理事
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 會 員
中華民國三三企業交流會 會 員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理 事
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 會 員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會 員
中華民國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理 事
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
( 全球半導體聯盟 ) 會 員

組織名稱 身分
社團法人臺灣半導體產學研發聯盟 監 事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會 員
中華民國台灣印度經貿協會 會 員
兩岸企業家峰會 會 員
台灣 PM2.5 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 理 事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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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本公司同時掌握記憶體與邏輯製程技術，以先進的科技和產能，針對資

訊、通信及消費性電子市場提供多樣化的 DRAM 產品、高容量快閃記憶體

（Flash）、LCD 驅動晶片、電源管理晶片、CMOS 註 影像感測器及多元化代

工服務。

隨著物聯網（IOT）、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稱 AI) 等新應用

蓬勃發展，力積電將有機會搶占未來市場先機，並持續推展國際合作策略、引

進尖端科技、穩健投資擴張，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累積競爭優勢，成為

與客戶、員工、股東、社會共贏的半導體產銷服務供應商。

願景 精進技術、服務客戶、成為穩定獲利的世界級半導體公司

使命
建立有效率的經營團隊，提供客戶最好的產品與服務，提
高人們的生活品質並能帶給投資人（股東及員工）最大利
益

企業文化 創新（Innovation）、改善（Improvement）、 
彈性（Flexibility）

經營策略

ㄧ、 深化與國際大廠研發、代工合作，建立長遠互補共贏
機制。

二、 累積多元製程能力，發展以邏輯與特殊產品、以及記
憶體為主之代工製程平台。

三、 厚植研發技術實力，同時積極掌握低成本競爭優勢。
四、 致力於開發全球領先的先進技術，特別是邏輯與記憶

體產品的整合技術。
五、 爭取 Computing Memory、精準醫學、特殊記憶體、

多元化高階 sensor、車用 IC、AIoT 與 AR/VR 等新
商機。

六、 持續深化台灣半導體製造基地之投資，同時掌握大陸
半導體市場成長與國產化趨勢，發揮晶合廠效益。

註 :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MOS；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MOS

力積電已將企業文化之三大價值觀融入經營理念的核心中，目標成為一個

與社會共生共榮之企業，同時承諾遵循 RBA 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6.0 版

（Code of Conduct–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Version 6.0。舊稱：

EICC），確保顧及勞工、健康與安全、環境、倫理規範與管理系統等五大範疇，

鏈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揭露

本公司應用自身核心能力所呼與之具體作為，善盡與社會正向永續發展之企

業義務。

汙染防治汙染防治

利益共享
Profit Share

積
極
創
新

Cr
ea

tiv
ity

穩
定
成
長

Staple G
row

th

價值觀

創新 Innovation
改善 Improvement
彈性 Fiexibility

能資源能資源

持續獲利

安全環境安全環境友善職場友善職場

能資源能資源
顧客信賴顧客信賴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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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利害關係人
重大主題鑑別與管理

本公司聆聽並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主題，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制過程中導入實質性分析，希望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永續主

題，作為本次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參考基礎，以利各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溝通。本報告書重大主題分析，分為以下五大步驟：

鑑別利害關係人

力積電進行利害關係人鑑別，為永續發展與長期經營，依循參考 AA1000 SES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的五大原則，與各部門主管及

同仁內部討論與回饋，並參考同業 CSR 報告書所鑑別出之利害關係人群體，包括：員工、求職者、客戶、投資者 ( 股東 )、供應商、

主管機關、承攬商及鄰廠 / 鄰居等8類為公司主要利害關係人。

蒐集永續議題
並歸納主題

議題的收集主要有外部與內部兩個來源，外部來源包含 GRI Standards，以揭露項目的 33 項主題為基礎，再納入國際關注議題

與標準，彙整成關切議題清單，由 CSR 推動代表篩選初步關切清單；內部來源則為 CSR 推動代表透過討論回饋的意見等，共歸

納出 46 項主題。

了解關注主題
2019 年透過發放問卷，瞭解各利害關係人對主題的關切度，並同步對力積電高階主管進行問卷調查，以評估各主題對公司營運

之衝擊度。2019 年共分析問卷304份，其中關注度問卷回收269份，衝擊度問卷 ( 高階主管填答 ) 回收 35 份。

重大主題鑑別結果
將利害關係人關注度及高階主管對於永續經營衝擊程度之得分後，進行分析與主題排序，經內部與高階主管討論後，決定力積電

2019 年的 24 項重大主題。

審查與討論

依據本年度鑑別之重大主題分析討論，歸納為「公司治理」、「資訊安全」、「持續獲利」、「顧客信賴」、「能資源」、「污

染防治」、「友善職場」及「安全環境」等八類永續主軸，進行管理方針之揭露，力積電未來將持續加強管理並將相關資訊揭露

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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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關心議題 溝通路徑與頻率 力積電回應

員工

員工是力積電最寶貴之資產，也是推
動生產專案最堅實的精兵。力積電持
續努力於職場照護，員工始能以健康
的身心投入工作，讓力積電提升競爭
力，塑造勞資雙贏。

• 經濟績效
• 誠信治理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 員工職能管理

1. 力積電入口網站公告並供查詢 ( 即時 )。
2. 夥伴的話 / 員工關懷網 ( 隨時 )。
3. 季會 ( 季 )。
4. 申訴專線 ( 隨時 )：接獲員工問題予已以協助及處理。
5. 勞資會議 ( 季 )、福委會議 ( 季 )：向公司提出建議及進行協商。
6. 員工意見反應 ( 隨時 ) 及設置意見箱。
7. 職業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議 ( 季 )
8. 健康服務醫師與職業專科醫師之健康諮詢 ( 週 )。

2.1 競爭利基
1.2 誠信守規
2.4 客戶服務
4.3 職能發展

求職者

愉快的求職經驗，影響範圍遠遠超出
了當事人的單一範圍。漣漪效應代表
著其他人不僅會知道這些經驗，而且
還會影響他們對企業產品或服務的興
趣。

• 勞資關係
• 經濟績效
• 訓練與教育
• 職業安全衛生 

( 職災防範 )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1. 力積電官方網站人力資源招募專線 
(https://www.powerchip.com/job6.html?getId=77)/ 電子
信箱 ( 隨時 )。

2. 人力資源面談人員電話 / 電子信箱 ( 隨時 )。

2.1 競爭利基
4.2 員工福祉
4.3 職能發展
4.4 健康促進
2.4 客戶服務

客戶

客戶對我們服務的滿意與指教，都是
我們不斷努力與成長的動力。
堅持精進技術、嚴格品管和高效率製
造的力積電，致力提供專業晶圓代工
服務！

• 誠信治理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 客戶隱私
• 智慧財產權

1. 客服電話 / 信箱 ( 隨時 )。
2. 客戶滿意度調查 ( 年 )。
3. 參與相關產品展覽會，直接瞭解客戶及市場發展方向 ( 隨時 )。
4. 行銷業務單位同仁拜訪客戶 ( 隨時 )。

1.2 誠信守規
2.4 客戶服務
2.2 創新研發
1.5 資安控管

投資者 ( 股東 )

公司的全部資本由股東與投資人出資
構成，保障股東利益為公司的基本責
任。

• 經濟績效
• 誠信治理
• 勞雇關係
• 資訊揭露
• 智慧財產權

1. 定期公佈營運概況資訊 ( 月 )、財務報告。
2. 股東大會 ( 年 )：依規定編製財務年報。
3. 官網設立投資人專區 

(https://www.powerchip.com/investor.html)( 即時 )： 
財務資訊、股務資訊、年報。

4. 設置股東聯絡窗口及信箱 ( 隨時 )。
5. 設有發言人聯絡窗口 ( 隨時 )。

2.1 競爭利基
1.2 誠信守規
2.2 創新研發
4.1 人力概況

https://www.powerchip.com/inves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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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關心議題 溝通路徑與頻率 力積電回應

供應商

力積電作為全球化專業經營的團隊，
除了自我品質管理上強化競爭力外，
也須致力於永續供應鏈管理。透過供
應商管理辦法，新供應商初評審查、
既有供應商抽樣稽核 / 評鑑等作業，
維繫供應鏈好品質。

• 經濟績效
• 反貪腐
• 資訊揭露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1. 供應商大會 ( 不定時 )。
2. 供應商評鑑 ( 半年 )。
3.  E-Supplier 系統 ( 隨時 )。

2.1 競爭利基
2.4 客戶服務
2.2 創新研發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為公司經營相關法規的監督
者，守法治理為公司經營的第一首要
企業社會責任。

• 誠信治理
• 職業安全衛生
• 不歧視
• 排放
• 廢污水

1. 與主管機關維持良好互動並積極參與主管機關舉辦之座談會
及研討會 ( 隨時 )。

2. 管理系統法規鑑別 ( 隨時 )。
3. 公文往來、專案討論會、公開資訊 ( 隨時 )。
4. 參與園區、科管局之機能組織運作 ( 隨時 )。

1.2 誠信守規
4.1 人力概況
3.3 綠色生產
3.2 水風險管理

承攬商

承攬商為力積電合作協辦之廠商，在
業務推廣與工程品質上與力積電共融
共榮。

• 資訊揭露
•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 經濟績效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1. 承攬商評鑑 ( 年 )。
2. 承攬商協議會 ( 季 )。
3. 工具箱會議 ( 日 )。

2.1 競爭利基
2.4 客戶服務
2.2 創新研發

鄰廠 / 鄰居

園區內各運作場所地域空間交互比鄰，
與鄰廠鄰居保持良好的溝通與聯繫，
共同維護園區安全與環境。

• 排放
• 廢棄物
•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

規遵循
• 廢污水
• 經濟績效

1. 平日訪談及電話溝通 ( 隨時 )。
2. 公司官方網站 ( 隨時 )。
3. 參與社團團體活動或座談會 ( 隨時 )。
4 參與外部公 / 協會運作 ( 隨時 )。

2.1 競爭利基
3.3 綠色生產
3.2 水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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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2018 年報告書，2019 年報告書之重大主題經由內部鑑別與分析後由 20 項增加為 24 項。與 2018 年相較，將誠信經營結合公司治理，強化公司誠信治理

揭露，新增生產作業品質管理與顧客的健康與安全，承諾客戶對產品品質與安全的要求，開展穩定專業的人力資源新建員工職能管理，以及延續對環境永續的作為，

提升供應商環境評估為重大主題。其餘 20 項主題維持無變動，依據 24 項重大主題做管理方針與績效的揭露，其餘相對次要主題，為了資訊的透明度亦儘可能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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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主題

重大主題

2019 年重大主題分析結果矩陣圖

25. 反競爭行為
26. 市場地位 ( 薪資水平 )
27. 行銷與標示 28. 不歧視
29.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30. 能源 ( 能源管理機制 ) 
31. 童工
32. 強迫與強制勞動
33. 能源 ( 能源消耗量控管 )
34. 供應商社會評估
35. 當地社區
36.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1. 經濟績效
2. 誠信治理
3.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4.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5.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6. 智慧財產權
7.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8. 客戶隱私
9. 排放 ( 空污排放管理 )
10. 廢棄物
11. 廢污水
12. 職業安全衛生 ( 職災防範 )

37. 間接經濟衝擊
38. 生物多樣性
39. 再生能源機會
40. 無使用衝突礦產
41. 物料
42. 保全實務
43. 採購實務
44. 人權評估
45. 原住民權利
46. 公共政策

13. 員工職能管理
14. 資訊揭露
15. 職業安全衛生 ( 職業病防止 )
16. 反貪腐
17. 供應商環境評估
18. 勞雇關係
19. 勞資關係
20.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21. 排放 ( 溫室氣體排放 )
22. 訓練與教育
23. 水
24. 能源 ( 能源消耗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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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經營者的話　　永續成果與績效　　力積電簡介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溝通利害關係人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永續主軸 重大主題

各面相衝擊發生邊界

管理方針及相關內容對應章節公司內部
(直接衝擊 )

商業夥伴 ( 商業行為衝擊 )

客戶 供應商 承攬商

公司治理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 ●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2 誠信守規

GRI 205- 反貪腐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2 誠信守規

誠信治理 ( 自建主題 )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2 誠信守規

資訊揭露 ( 自建主題 )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資訊安全

GRI 418- 客戶隱私 ●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5 資安控管

持續獲利

GRI 201- 經濟績效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1.3 財務績效

智慧財產權 ( 自建主題 )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2.2 創新研發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 自建主題 )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2.2 創新研發

顧客信賴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 自建主題 )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2.3 客戶服務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2.3 客戶服務

GRI 414- 供應商環境評估 ● ●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2.4 供應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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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經營者的話　　永續成果與績效　　力積電簡介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溝通利害關係人

永續主軸 重大主題

各面相衝擊發生邊界

管理方針及相關內容對應章節公司內部
(直接衝擊 )

商業夥伴 ( 商業行為衝擊 )

客戶 供應商 承攬商

能資源

GRI 302- 能源 ( 能源消耗減量 )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1 氣候變遷與碳管理

GRI 303(2018)- 水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2 水風險管理

GRI 305- 排放 ( 溫室氣體排放 )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1 氣候變遷與碳管理

污染防治

GRI 305- 排放 ( 空污排放管理 )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3 綠色生產

GRI 306- 廢污水和廢棄物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3 綠色生產

GRI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 ●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3.3 綠色生產

友善職場

GRI 402- 勞雇關係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4.1 人力概況

GRI 402- 勞資關係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4.2 員工福祉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4.3 職能發展

員工職能管理 ( 自建主題 )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4.3 職能發展

安全環境

GRI 403(2018)- 職業安全衛生
( 職災防範、職業病防止 ) ● ●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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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經營者的話　　永續成果與績效　　力積電簡介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溝通利害關係人

力積電發展策略與永續目標
本公司於 2018 年起即在報告書中揭露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之相關對應作為，並進而於 2019 年對應 SDGs 具體細項目標，作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目

標和方向。

面相 永續主軸 策略 2019 年執行成果 2020 年目標 中長期目標 SDGs

經濟面

公司治理

重大主題：社會經濟法規遵循、反貪腐、誠信治理、資訊揭露

以完整的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規範，控管
各項法規風險，並定期實施查核。

◆ 無發生貪腐事件。

◆ 力積電各營運據點皆無重大違規
事項。

◆ 無貪腐事件

◆ 無違反各類法規

◆ 使利害關係人瞭解公司治理運作
情形之重要資訊

◆ 持續符合各業務領域法令要求。

◆ 強化員工誠信相關教育訓練。

◆ 使利害關係人確實能透明瞭解公
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減少不平等

10.3
和平與
正義制度

16.5
16.6

持續獲利

重大主題：經濟績效、智慧財產權、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針對市場趨勢及潛在的客戶需求，透過專
利研發及技術創新，提供客戶更先進且完
整的解決方案。

◆ 至 2019 年底，力積電專利權仍
有效之專利獲證數合計 899 件。

◆ 2019 年度力積電申請專利獲證
達 74 件。

◆ 2019 年研發團隊以 25 奈米製程
技術，成功試產首顆 AIM 晶片，
並且交由重要客戶完成驗證。

◆ 2020 年專利提案 140 件。

◆ 多樣化產品技術與高毛利產銷組
合。精進製程技術以提升獲利。

◆ 加強 AIM 的功能，並且擴大產
品應用領域。

就業與
經濟成長

8.2

顧客信賴

重大主題：生產作業品質管理、顧客健康與安全、供應商環境評估

推動內部 6S 活動並落實「QC 080000」，
以提升生產作業的各項品質。
遵循力積電採購政策，以確保供應商供貨
順暢。

◆ 2019 年各部門 6S 分數皆達標，
客戶 FAB 6S 稽核參與單位無主
要缺失。

◆ 生產性原物料 GP 檢測報告 / 承
諾書提供之年度達交率 100%。

◆ 2019 年度力積電整體客戶平均
滿意度 96 分。

◆ 2020 年 完 成 全 公 司 五 座 廠 之 
IECQ QC080000 驗證。

◆ 原物料廠商及承攬商每年依篩選
原則 100% 完成評鑑作業。

◆ 新 供 應 商 100% 經 過 初 選 調 查
表。預定稽核達成率 100%。

◆ 每季依不同組別制訂參與部門
6S 達標分數。

◆ 提升客戶滿意度並維持於 85 分
以上。

◆ 滿足客戶對產品環保規格的要
求。

責任消費
與生產

12.4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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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經營者的話　　永續成果與績效　　力積電簡介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溝通利害關係人

面相 永續主軸 策略 2019 年執行成果 2020 年目標 中長期目標 SDGs

環境面

能資源

重大主題：水、能源 (能源消耗減量 )、排放 ( 溫室氣體排放 )

導入相關國際管理系統，依循 PDCA 機
制持續管理，並推動相關節電、節水、減
碳措施，減少能資源耗用，降低氣候變遷
可能造成的衝擊。

◆ 達成力積電節能 1% 之年度目標。

◆ 力積電製程水回收率達 85% 以
上。

◆ 2019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相較
2018 年降低 2.4%。

8 吋 廠 區 規 劃 導 入 ISO 50001 能
源管理系統。

◆ 製 程 用 水 回 收 率 應 達 目 標
≧ 85%。

◆ 每年節能 1%。

◆ 溫室氣體以符合國家法令之減量
規劃為目標。

◆ 所有廠區通過 ISO5001 能源管
理系統驗證。

淨水與衛生

6.5
可負擔能源

7.3
7.a
責任消費
與生產

12.2

污染防治

重大主題：廢污水及廢棄物、排放 (空污排放管理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導入相關國際管理系統，並使用最佳可行
性控制技術，落實源頭減量，確保各項作
業符合環保標準，以優於法規標準作為精
進的目標。

◆ 2019 年度力積電無遭受環保主管
機關處分之情形。

◆ 各 廠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去 除 效 率
皆 優 於 法 規 規 定 之 90% 並 達
93.5%。

◆ 2019 年度廢棄物再利用率相較
2018 年增加 1%。

◆ 空污：VOC 處理設施效能大於
92.5%。

◆ 廢水：製程回收率大於 85%。

◆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達 85%。

◆ 營運符合環保法令要求。

◆ 空污：VOC 處理設施效能優於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標準。

◆ 廢水：降低廢水排放量。

◆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達 85%。

淨水與衛生

6.3
永續城市

11.6
責任消費
與生產

12.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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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 永續主軸 策略 2019 年執行成果 2020 年目標 中長期目標 SDGs

社會面

資訊安全

重大主題：客戶隱私

定期辦理資安宣導，並增購資安分
析軟體及開發通訊查核系統，以確
保資安防護落實執行。

2019 年力積電對外未發生『經證實侵犯客戶
隱私』及『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事件發生；
對內各項資訊使用查核亦未發生明顯侵害公司
權益之異常資料存取記錄。

無發生資安事件。 防止各種資安事件發生。

友善職場

重大主題：勞雇關係、勞資關係、訓練與教育、員工職能管理

建立完善的溝通管道，針對員工需
求及建議，並提供配套措施與制度
調整，全力打造安心工作的友善職
場。

◆ 『夥伴的話』溝通平台回覆率 100%。

◆ 總離職率均較 2018 年降低 1.6%。

◆ 所有員工 100% 接受定期績效評核。

◆ 2019 年 1,108 位同仁接受人權保障相關訓
練。

◆ 留任率較 2018 年提高 1.9%。

◆ 年度訓練課程滿意度調查 95%。

◆ 主 / 協辦藝文活動共計 18 場。

◆ 訓練計畫達成率 80%。

◆ 「夥伴的話」員工溝通平台
回覆率 90%。

◆ 建立良好勞雇關係讓同仁與公司
共同成長。

◆ 提供同仁平等職涯發展舞台與完
善培育機制。

教育品質

4.4
4.5
就業與
經濟成長

8.7
減少不平等

10.3

安全健康

重大主題：職業安全衛生 (職災防範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病防止 )

依職安衛管理系統進行日常運作，
並透過定期稽核，對整體系統運作
執行狀況進行檢查與矯正，以達到
持續改善之目的。

◆ 完成 ISO45001、CNS45001 職安衛管理系
統轉版驗證規劃。

◆ 2019 年達成公司總合傷害指數 (0.01) 低於
同業總合傷害指數 1/3 以下 (0.09)，零重大
環保工安事故之目標。

◆ 總合傷害指數低於同業總合
傷害指數 1/3 以下之成效。

◆ 達成零重大環保工安事故，強化
環境安全及緊急應變能力，降低
廠區危害造成之營運損失。

◆ 工作零病痛、生活有健康。

健康與福祉

3.9
3.d
就業與
經濟成長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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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組織架構　　1.2 誠信守規　　1.3 財務績效　　1.4 風險管理　　1.5 資安控管　　

1. 力行 - 誠信經營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遵循法規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本條件，若無法有效管理法規及貪腐風險，將對公司形象及營運帶來負面衝擊，我們訂定相關規範以要求員工執行業務時確實符合道德標準，並使本公
司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道德標準，同時將公司治理運作相關資訊揭露於網站上，俾利本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及誠信經營。

涵蓋議題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反貪腐、誠信治理、資訊揭露

規範
◆ 訂定「敬業規範」、「董事及經理人行為準則」、「員工行為準則」及「內部控制制度」，要求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全體同仁嚴守道德標準，落實誠信經營

政策之承諾。
◆ 為落實誠信經營建立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由內部稽核單位依內部控制制度定期查核，並將查核結果提報董事會。本公司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制度自

行評估，並由董事會及總經理出具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聲明書。本公司年度財務報告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完竣後，送請監察人審查，並出具
審查報告書，提報股東會承認。

◆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規定公告及申報，並於網頁上揭露財務業務資訊。

目標
◆ 無貪腐事件。
◆ 無違反各類法規。
◆ 使利害關係人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執行 ◆ 設立敬業促進委員會，可收員工及外部人士之匿名或具名郵件，處理違反敬業規範之檢舉案件。
◆ 藉由 E-mail 及網站公告對全體同仁進行反貪腐與商業道德之宣導。
◆ 由稽核室針對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所訂各項作業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查核，以確認內控設計的有效性及執行的落實度。
◆ 於網頁上揭露公司財務資訊及各業務聯繫之電子郵件信箱，建立良好的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落實發言人制度，並定期公布每月自結合併營收。

管理
◆ 對違反敬業規範之員工，敬業促進委員會視情節輕重即時呈報總經理及 ( 或 ) 董事長，並依本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議處及 ( 或 ) 移送司法單位辦理。
◆ 稽核室定期將本公司各單位及子公司自評結果，及日常稽核作業中所發現的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提報董事會。
◆ 由內部稽核單位依內部控制制度定期查核，並將查核結果提報董事會。本公司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並由董事會及總經理出具內部控制

制度有效性聲明書。
◆ 本公司年度財務報告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完竣後，送請監察人審查，並出具審查報告書，提報股東會承認。
◆ 由本公司董事長室及股務單位負責蒐集公司資訊，並於網站進行相關揭露。

績效
◆ 無發生貪腐事件。
◆ 力積電各營運據點皆無重大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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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管理方針

若無法取得客戶信任，將影響合作關係及訂單，對公司永續經營的目標造成衝擊，故本公司致力「確保公司自有及客戶 / 合作夥伴交付的資訊資產安全，並保障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
權益」。

涵蓋議題 客戶隱私

規範
◆ 制訂「資訊安全政策」與「資訊安全管理辦法」，透過公司內部系統嚴格記錄控管，致力於客戶相關資訊、文件之保護，確保客戶隱私受到完善的保護，此

外，對於內部相關人員作業權限之核准與開啟，均依照各系統之相關作業規範辦理。

目標

◆ 無發生資安事件。

執行

◆ 設立資訊安全委員會，負責制定與執行公司的資訊安全管制作業，定期召開會議，針對資訊安全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決議，範圍涵蓋人力資源、實體安全及
資訊安全等各個面向；當有重大變革或資訊安全事件發生，則臨時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 購入 IBM QRadar 進行公司內外網路流量分析，利用 IBM Exchange 提供的網路信譽評比機制，如發現高風險網站之流量，即搭配防火牆設定進行防護措施；
購買 Nessus 弱點掃描軟體，進行公司內部系統之弱點掃描，以確保主機之安全；以及自行開發 SOC 系統進行各項通訊查核（郵件、VPN 等等），以確保
力積電資訊安全落實執行。

◆ 2018 年 2 月推行少紙化計畫，期以電子設備輔以改善系統化作業（申請 / 查詢 / 閱讀）方式，減少紙張的使用，更有效降低紙本文件在資安管理上的風險。
◆ 由資訊安全室辦理資安宣導，各單位同仁每年均必須接受「資訊安全管控措施」課程教育宣導。
◆ 自 2018 年起，公司內部啟動營業秘密管控專案，加強各項軟硬體管控措施。

管理
◆ 2019 年力積電對外未發生『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事件發生；對內各項資訊使用查核亦未發生明顯侵害公司權益之異常資料存

取記錄。
◆ 資訊安全委員會定期針對資安議題進行討論，而於當發生資安重大變革或資訊安全事件時，召開資訊安全委員會討論調整作業規範。

績效
◆ 2019 年力積電對外未發生『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事件發生；對內各項資訊使用查核亦未發生明顯侵害公司權益之異常資料存

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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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組織架構

力積電之董事會由 9 名董事及 2 名監察人所組成，擔負公司營運、發展

與監督之責，所有董、監事皆為具有專業背景與經驗之人士，對企業經營決策

與策略規劃有相當助益。本公司訂有敬業規範，對於利益衝突之迴避有明文規

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亦有利益迴避之規定，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代表法

人有利害相關者，不得加入討論與表決，相關迴避情形均載明於會議紀錄。

經營團隊由董事會審核通過聘請之專業經理人組成，所有專業經理人皆學

有專精，產業資 歷豐富，負責公司日常營運及管理工作。在經濟面、社會面

及環境面由財務會計副總經理、行政副總經理及相關高階經理人做出決策，並

定期在董事會報告。

2019 年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

於 2019年12月24日董事會通過本公司2020年對力晶文化基金會捐贈案，

主席董事長黃崇仁先生兼任職財團法人力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及董事陳瑞隆先

生兼任職財團法人力晶文化基金會董事，因利害關係迴避未參與討論，故指定

由董事蔡國智先生為代理主席，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本公司所有董事會與監察人均為全體股東投票產生，考量營運型態及發展

需求等多元化方針，衡酌實務需求，在篩選董事候選人時，本公司會基於候選

人之資格條件，包括審閱候選人之專業背景、學 ( 經 ) 歷、誠信度、行業別或

相關專業資格及經驗等，積極考慮能帶來多元化背景及觀點之候選人，包括在

性別、年齡、國籍、文化等因素，董事會吸納具備廣泛業務經驗符合資格人士，

提升整體專業知識與技能，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並於每年安排董事及經

理人參加經濟、社會和環境等相關課程。

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上群體知識所採取的

措施：力積電本公司不定期提供課程資訊予各董事、監察人，並隨時提供董事

及監察人需注意之相關法規資訊。

董事會

總經理

董事長    副董事長
執行長    副執行長

．生產製造

8吋製造

．生產製造
．整合技術

12吋
生產營運

邏輯暨
特殊應用
產品代工

．技術開發
．行銷策略
．業務

技術長

．設計服務
．先進技術研發
．模組技術

財務長

．財務
．會計
．資金管理

記憶產品

．DRAM開發
．FLASH開發
．行銷代工業務
．產品工程

品質中心

．生產企劃
．資訊管理
．風險管理
．採購
．維修工程
．人力資源

稽核室

股東大會

組織的治理結構，目前尚未設置功能性委員會：力積電治理架構依法令規

定設置董事會與監察人，董事會由董事組成，所有董事會與監察人均為全體股

東投票產生，董事之職責在訂定公司願景、策略、營運、預算計畫與規劃公司

中長期發展方向，並監督公司之營運計畫與執行情形。監察人之職責在於監

督公司業務之執行及董事、經理人之盡職情況，及公司內部控制制度之執行情

形，俾降低公司財務危機及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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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董監事進修情形如下：

姓		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黃崇仁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蔡國智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陳瑞隆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謝再居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童貴聰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王其國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邵章榮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姓		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吳元雄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朱憲國
◆ 公開發行公司董監事應注意之法律問題 3
◆ 上市 ( 櫃 )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如何執行職務 3

黃崇恆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陳錦隆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 員工舞弊之法律責任與舞弊鑑識作法探討 3
◆ 經濟犯罪中商業判斷法則之適用與法責任探討 3

胡競英
◆ 董監事執行職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3
◆ 國際與我國反避稅發展與企業因應之探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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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規範

為使員工執行業務符合道德標準，為使本公司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道德

標準，力積電特訂定「敬業規範」，於新進人員職前導引訓練中，即說明員工

應遵守誠信原則，忠實地執行公司各項業務，且不與廠商有不正當的利益往

來，日常則藉由 email 及網站公告來對全體同仁進行反貪腐與商業道德之宣

導，俾利本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及誠信經營。

本公司另訂有「董事及經理人行為準則」、及「員工行為準則」，要求董

事會、經理人及全體同仁嚴守道德標準，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

身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力積電承諾遵守「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 RBA）為電子行業或電子為主要組

成部份的行業和其供應鏈訂定一套規範，從而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員工受到

尊重並富有尊嚴、商業營運合乎環保性質並遵守道德操守；在勞工、健康與安

全、環境、道德規範及管理體系範疇，定期進行檢視，善盡社會責任及永續經

營。在 2019 年 SAQ 自我評估問券分數為 94%， 符合 RBA 相關規範。

本公司並設有「敬業事件申報 / 檢舉系統」及「檢舉信箱」，同仁需依「敬

業規範」進行申報並由內部稽核單位負責彙整並呈報總經理，內外部人士均得

以匿名或具名方式進行檢舉，敬業促進委員會負責辦理。對於檢舉及參與調查

違反敬業規範案件之人員，本公司將確保其身份之機密性及匿名性，以避免其

遭受報復。對違反敬業規範之員工，敬業促進委員會應視情節輕重即時呈報總

經理及（或）董事長，依本公司人事規章之規定議處及（或）移送司法單位辦

理。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於 2019 年度未接到敬業促進委員會公司經理人、董

事、監察人要求協助進行檢舉案調查之指示。

2019 年本公司未發生任何貪腐案件，亦無接獲任何檢舉違反敬業規範之

事件。

1.2	誠信守規

◆內部控制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的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以法令遵

循為前提的內部控制制度，其中包括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應存在、有效、並持續

運作。管理階層並對公司目標達成性的影響進行風險評估，並依評估結果設計

必要的控制作業，以合理確保營運、報導、遵循法令規章三大目標之達成。每

年由內部稽核單位依內部控制制度定期查核，並將查核結果提報董事會。本公

司財務報表的編製，係依照本公司會計制度的相關規定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及有關法令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年度財務報告需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完竣後，送請監察人審查，並出具審查報告書，提報

股東會承認。本公司各單位及子公司每年至少一次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對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及執行的有效性進行自行評估，本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基於前項評估結果，

併同稽核室所發現的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認為本公司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

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

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能合理確

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本公司已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出具 2019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

行係屬有效的聲明書。2019 年各營運據點皆無重大違規事項，關於本公司

2019 年度法規遵循情形，如下所述。

人權法規遵循 反競爭行為 公司相關法規
 3遵循勞基法規
 3無使用童工
 3無涉及歧視
 3無侵犯原住民權利
 3無侵犯結社集會自由
 3無強迫勞動

 3無涉及反競爭行為
 3無反托拉斯事件
 3無壟斷事件

 3無違反公司法
 3無違反商業法
 3無違反證卷金融法規
 3無涉及貪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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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2019 年 05 月 01 日因應母公司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

業架構調整，發行新台幣 226.1 億元之普通股股份向母公司收購三座 12 吋晶

圓廠及相關營業、資產，因此本報告書是以收購後之營運規模為基礎（即三座

12 吋與二座 8 吋晶圓廠），進行各項擬制性財務數據分析。

由於 2019 年全球貿易形勢動盪、記憶體市場萎縮，導致代工訂單疲軟，

總結本公司 2019 年度擬制性合併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下滑 28.1% 至 359 億

元，毛利率較前一年滑落 22.2% 至 8.4%，雖然營業成本降低到 329 億元，

營業費用也減少到 52.7 億元，分別較 2018 年降低 5% 和 20.7%，稅後仍產

生 26.4 億元淨損、每股虧損 0.94 元，為過去七年來首次虧損。

因應 2019 年的營運困境，公司在 9 月順利完成 40 億元普通股現金增資

來充實營運資金，目前股本為 310.5 億元。經調整企業經營架構後，本公司

現分成記憶產品、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兩大事業群。記憶產品事業群主要從事

DRAM 與 NAND/NOR Flash 等記憶體產品的技術開發與晶圓代工服務；邏

輯暨特殊應用產品代工事業群則主要從事面板驅動 IC、電源管理晶片、分離

式元件、CMOS 影像感測器、嵌入式非揮發記憶體等產品的技術開發與晶圓

代工服務。目前兩大事業群的代工業務約各佔一半的晶圓產能。

由於中美貿易戰逐漸緩和以及 5G、AI、IOT 的商機逐漸浮現，目前全球

半導體代工產能供不應求的態勢形成，本公司預期今年現有各類代工產品可望

擺脫去年的虧損，透過優化客戶結構、推進代工製程技術、調升代工價格與產

能利用率，將可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回復過往力晶科時代持續獲利的景

象。因此本公司擬定 2020 年重點經營目標如下：

1. 提高產能、產能利用率、及毛利率。
2. 加速 AI 晶片、NOR Flash、CMOS 影像感測器、電源管理 IC、功率離散元

件（MOSFET / IGBT）等新產品世代的技術開發與量產。
3. 啟動上市計畫，慎重評估銅鑼廠專案計畫及業務發展計畫。
4. 通過無有害物質 QC080000 驗證，滿足客戶的綠色環保要求。

1.3	財務績效

這幾年的努力，本公司已發展成全球唯一提供多世代記憶體與多樣特殊邏

輯製程的晶圓代工廠，除能爲客戶代工生產利基型產品，未來也可將技術延伸

到異質整合（記憶體與邏輯 IC）的創新型晶片系統整合業務。我們將持續推

展國際合作、開發自主技術，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累積競爭優勢，與客

戶共創雙贏，並以穩健的財務規劃與執行能力，創造良好的獲利空間。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營業收入 49,913,779 35,897,121

營業毛利 15,280,265 3,000,668

營業損益 8,886,597 (2,098,77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46,549) (516,106)

稅前淨利 8,640,048 (2,614,88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6,914,744 (2,643,184)

本期淨利 ( 損 ) 6,914,744 (2,643,18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後淨額 ) (12,043) (111,21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902,701 (2,754,403)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985,928 (1,480,370)

淨利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5,890,576 (1,162,814)

淨利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後手權益 38,240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998,480 (1,551,81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5,892,189 (1,162,81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後手權益 12,032 (39,775)

每股盈餘 2.56 (0.94)

員工薪資與福利 11,891,600 8,068,231

支付股東股利 ( 現金 ) 註 1 - 95,234

支付政府稅金註 1 143,185 40,759

註：2018 至 2019 年度為擬制整併後追溯重編之財務資料。
註 1： 以力積電為主體表達。

2019 年申請之投抵金額如下：
單位：元

研發支出抵減稅額 智慧機械投資抵減稅額 合計抵減稅額
55,078,580 元 30,000,000 元 85,078,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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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診斷

用營運衝擊分析方式鑑別出公司的關鍵營運活動及該關鍵活動中斷可能造

成的衝擊，並訂定營運復原時間目標。

利用營運衝擊分析之關鍵營運活動，藉由風險評估表個別分析營運中斷潛

在威脅、弱點以及這些危害造成後果，並了解現有預防、偵測或損失控制措施，

再依訂定之嚴重性分析等級表、發生機率分析表、風險等級判斷標準，判定並

掌握營運風險所在，研擬風險控制策略予以降低風險。

營運風險診斷由各單位共同參與評估診斷，包含廠務、風險管理、製造、

工程、自動化、資訊管理、物管、採購、業務、生管、成品，財務、人資、品

質客服等部門。

1.4	風險管理

◆營運持續管理

力積電是一追求永續經營的企業，為確保公司在發生重大事故或危機事件

時，可能造成的營運中斷，並將財產、員工生命、企業形象、客戶及投資者之

損失減至最小，對相關危機事件以有系統方式處理之管理計劃。

為確保發生重大事故或危機事件時，能在最短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力積

電針對特定危機事件 如 : 長時間電力供應中斷、長時間停水、嚴重火災、破壞

性地震、氣候變遷影響、原物料供應中斷、 勞動力短缺、資訊系統遭受駭客

侵入、關鍵設備故障等，訂定危機事件管理計畫及復原計畫並每年進行主題式

演練。2019 年營運持續管理之演練達成率為 100%，並將演練發現缺失改善，

以彌補不足處。

指揮官
(總經理)

副指揮官

發言人

幕僚群
(Finance,MIS,CPO)

法務組
(Legal office)

支援組
(Risk Mgt、

GeneralAffairs、
MIS)

聯絡組
(Risk Mgt,HR,

BU,Purchasing,)

協調組
(Risk Mgt、
Purchasing,

Facility,Finance,
HR,PMC,CPO,

BU,QA,INT)

公關組
(PR)

執行官
(Fab VP)

BCM危機管理組織

事件發生
時間軸

生產中斷
>0.5天

1.廠區意外事故          3.資訊系統
2.廠務供應系統          4.外部供應鏈  

事前預防

分析→評估→策略→演練→維護

營運衝擊分析
風險評估
復原策略選擇

緊急應變

緊急應變計畫

危機處裡

危機管理計畫

營運復原

營運復原計畫

營運持續管理相關作業參考文件
• 環安衛風險評估作業辦法
• 廠區災變緊急應變辦法
• P1/2 廠自來水停水及限水緊急應變計

劃作業規範
• 廠務停復電流程標準作業書

• 危機事件管理計劃辦法
• 營運復原計劃辦法
• 生產性原物料短缺緊急應變處理細則
• MIS 備份作業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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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持續營運及分散風險的相關措施

應變大規模傳染病快速擴散 ( 例如 COVID-19、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等 )，本公司配合政府相關規定擬定【傳染病防疫措施規劃】，依據

疫情級別執行對應措施，除成立「傳染病危機應變處理小組」，在第一時間整

合公司資源外，並由保健中心與相關合作醫療單位保持聯繫，隨時修訂各項管

制與宣導措施，如：防疫物資清點備援、全廠人員 ( 含廠商、訪客、眷屬 ) 監

控體溫執行、訂定消毒方式 / 頻率準則 ( 含各作業場所、宿舍、廠車等 )、場

所隔離準則及感染管控準則等，而為避免同仁過度恐慌，也同步加強宣導及辦

理相關教育訓練講座，使同仁免除對疾病不了解之恐慌。

管制措施

管理 於 2020 年 2 月 5 日成立防疫指揮中心，為減少群聚風險，以 P-team
方式召開防疫會議，隨時依疫情發展調整開會頻率。

同仁

1. 各部門人力分成 2 組，2 組人員工作可互相支援。
- 對外部門已分組，公司內異地工作。
- 當疫情達到 ( 竹苗地區社區無明確來源流行 ) 時，依組別輪流居

家工作。
- 當疫情達到 ( 全國流行 ) 時，最大化員工居家工作。

2. 針對全體員工進行全面性之旅遊史及接觸史調查 ( 圖一 )。

3. 全面量測體溫，體溫異常者勸導員工在家休息或分區辦公，並追
蹤至康復為止，承攬商則不得入廠。

4. 設置 PSMC 網站張貼最新疫情及防疫措施提供員工查詢 ( 圖二 )。

供應鏈

1. 採購確認原物料供應無虞，重要原物料提高庫存水準。

2. 外部洽公，施工人員進入公司與無塵室進行嚴格管理。

3. 針對承攬商及訪客進行全面性之旅遊史及接觸史調查。

4. 全面量測體溫，體溫異常之承攬商不得入廠。

疫情級別執行對應措施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鄰近往來頻
繁國家出現
個案但國內
未出現任何
確定病例

出現境外移
入確診案例

出現境外移
入病例並引
起公司在地
竹苗區域人
傳人之案例

社區無明確
來源流行

全國流行

無
居家辦公
措施

國內疫情
情況

分級

分組規劃 分組實施 全面實施

圖二、肺炎防疫專區畫面圖一、旅遊史及接觸史問卷調查系統設定畫面

2020 年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之重大傳染病，力積電積極採取相關

管制措施，全面防堵，至 2020 年第二季為止防疫有成，零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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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

( 一 )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率變動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併利息費用 465,883 523,363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49,913,779 35,897,121

合併利息費用占營業收人淨額比重 0.93 1.46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本公司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利息費用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

重分別為 0.93% 及 1.46%，其中 2019 年度占比增加，主係因動撥聯

貸及短期借款，致利息費用增加，惟各期之占比微小，主要係本公司

為營運需求及資本支出向金融機構借款所產生之融資利息，市場利率

雖有所波動，尚不致對本公司營收及獲利造成重大不利之影響。本公

司同時持有固定及浮動利率借款，隨時觀察及分析金融市場利率變動

對本公司所有付息負債所產生現金流量之影響，且適時評估所有付息

負債可能遭遇之利率風險，並視實際需求採取因應措施，以降低利率

變化對本公司損益產生之影響。

2. 匯率變動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併淨外幣兌換損益 166,282 (68,070)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49,913,779 35,897,121

合併淨外幣兌換損益占營業收入淨額比重 0.33 (0.19)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本公司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淨外幣兌換損益占當期營業收入

淨額比重分別為 0.33% 及 (0.19)%。由於本公司資本支出及製造成本

多以非新臺幣貨幣如美元及日圓支付，且收入亦以美元為主，匯率波

動過大對本公司可能會有不利影響；本公司視匯率市場變動、實際部

位和資金狀況，採自然避險及配合遠期外匯合約以規避匯率風險。

3. 通貨膨脹

本公司並無因受通貨膨脹而有產生重大影響，且本公司隨時注意

市場價格波動，並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以避免通貨膨

脹對公司損益之不利。

( 二 )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 本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辦法，以適用於本公司之遵循依據。本公

司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交易之情事。

2.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以美元兌新臺幣及日幣之遠期匯率避

險操作為主，係為規避外幣資產及負債因匯率波動所產生之風險，相

關交易均以避險為目的，並嚴格遵循「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

為執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依據，故對公司無重大風險。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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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結構與
地震防護標準

氣體供應標準化學品供應標準

尾氣處理
設施標準

電力安全標準 空調標準

倉儲標準
VOC設備
安全規範

製程設備
安全規範

IMP設備
安全規範

廠物其他
系統標準

廠務設施設置標準

機台設備標準

消防安全
設備規範

緊急廣播
設備規範

監視系統
規範

極早期火災
預警設備規範

門禁管制
系統規範

損防標準

廢液收集及
處理標準

◆安全監控

本公司日常生產作業所使用之硬體設施，均依據國內外法規及考量廠區實際狀況，由風險部門相關專業人員共同研議彙整出廠房機械設備安全標準，並依其標準

設置，從源頭即控管工安風險。

此外，本公司各廠皆設有應變監控中心 (ERC)，並藉由整合性之防災監控系統，更可掌握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搶救黃金時間！第一時間的妥善處置不僅可將人員傷害

及環境污染降至最低亦可大幅減少設備損失、提高廠房復原能力。

風險安環部  防災系統 廠務部門  安全監視系統

．消防火警系統 (FA)

．極早偵煙系統(VESDA)

．門禁刷卡系統(AC)

．閉路監視系統(CCTV)

．廣播系統(PA)

．防災整合系統(LMS)

．廠務監控系統 (FMCS)

．氣體監測系統(GASD)

．地震感知系統(EMS)

．液體洩露(LEAK)

．機電空調監控系統

．水處理監控系統

ERC
應變監控中心

防災監控系統

安全防災監視
及警報訊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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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改善績效

P3廠區火警系統 P1/2 廠區消防系統

年度
改善
時程

◆ 因應相關設備已停產 (2006~)，故預計將現有舊系統 8 台主機進行更換。
◆ 戶外偵測器 / 線路老化易造成偵測器故障及迴路接地。

◆ 透過 2017 年消防系統故障數量作為分析基礎，針對系統高故障率之設備原件，進
行 2018~2019 系統預防性管理作業，以達到強化系統妥善率。

◆ 高風險區域系統進行改善工程，年度預算編列依排定期程執行。
◆ 高風險區域 ( 受環境影響造成系統故障頻繁 )，提高點檢頻率。
◆ 系統備品管理 ( 建立安全庫存水位，每季查核數量 )。
◆ 特殊區域檢查及執行系統原件 lifetime 定期更換管理。

具體
成效

◆ 除元件設備更換外，管線皆也更換。
◆ 由圖中數據可得知今年 ( 近四年 ) 接地故障次數、探測器故障更換數量皆為 0，與

2014~2015 年數據有明顯差異性。

◆ 較差環境條件將火警探測器提早更換，降低故障誤警報頻率。
◆ 探測器本體故障可評估底座狀況，一併更換降低故障誤警報頻率。
◆ 探測器極髒提前進行更換，降低故障誤警報頻率。
◆ 統計 2017~2019 系統原件故障數量，趨勢呈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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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Gamewell FACP 在台僅 P3 廠使用，相關設備已停產 (2006~)，故預計將現有舊系
統 (Gamewell) 8 台主機更換為現有新系統 (Notifier)。
預計規劃更換時程如下 :

皆已完成

第一階段 (2016 年 )

因 外 圍 及 戶 外 區 域 系 統 老 化 較 嚴 重， 故 優
先將 NODE7 主機消防火警系統進行更換，
另 更 換 NODE4 主 機， 區 域 為 FAB6~8F 及
SUP6~RF，並將換下來之原有設備 (NODE 主
機、Detector.. 等 ) 當作其他區域備品使用。

第二階段 (2017 年 )

將 更 換 NODE2、8 主 機， 區 域 為 FAB1F、
SUP B3F~3F、SUP 棟 逃 生 梯 間， 其 中 SUP 
2F、3F 更換區域為無塵室外。

第三階段 (2018 年 )

將更換 NODE3、5、6 主機，區域包含無塵室，
為 FAB2~5F 及 SUP 2~5F。

第四階段 (2019 年 )

考量 NODE1 包含全廠區警鈴廣播連動，故最
後進行更換，區域為 CUB 棟、PS 棟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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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支援組 幕僚支援組

各廠緊急應變小組

1. 救災設備之提供

2. 廠區外圍之人、車交通管制

3. 外部單位之聯絡及通報

4. 引導友廠支援器材及人員

5. 協助有害廢棄物處理

風險管理處

1. 事故發生時，進行產能影響
評估作業

2. 事故發生後，損失的計算與
相關機台佈置變動的規劃

策略企劃室

1. 資金調度

2. 預算規劃

3. 股務管理

財務處

1. 員工聘用、基礎訓練

2. 員工諮詢、輔導

3. 薪資統籌

人力資源處

1. 客戶訂單管理

2. 成品及半成品管理

業務管理室

1. 廠商請款事務

2. 稅務處理

會計處

1. 公司新聞發佈

2. 對外統一發言

公    關

1. 日常生產物料採買

2. 進出口及保稅品管理

3. 於緊急狀況時，緊急採購

4. 各廠商資源緊急調度

採購處

1. 日常物料調度

2. 廠內物料安全庫存管控

3. 緊急狀況之應變物資調配

生產企劃處

1. 救災需之必要食衣住行支援

2. 協助受傷人員之緊急送醫

3. 維護廠內通訊設備正常運作

總務部

1. 文件管理

2. 產品品質管制

3. 原料品質管制

4. 客戶溝通協調及疑慮排除

品質工程處

1. 管控災害流程

2. 主管機關、媒體接待及發
佈新聞稿

3. 通知保險公司

4. 評估後續影響及損失

5. 提供董事會相關資訊

6. 聯絡、協調內外部救援單
位進行救災

總指揮中心-總經理

緊急應變組織圖

◆緊急應變

為使本公司於緊急狀況發生時，能以正確而有效的應變處理程式將意外事故所引發之人員傷害、財產損失及對環境造成的衝擊減低至最低程度，特編制「廠區災

變緊急應變辦法」，設立並訓練緊急應變小組，每半年至少實施一次部門應變演練，每年度至少實施一次廠區綜合（跨部門）緊急應變演練，一般員工則每年實施一

次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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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籌應變指揮
 Overall response command

2. 責任區域內人員疏散決定
 Responsible region personnel evacuation 

decision

3. 各組應變工作之聯繫與協調
 Each Group response work of the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4. 宣佈狀況解除及人員復歸決定
 Announce the condition released and 

personnel reversion decision

5. 廠外緊急救助單位之通報
 Plant outer emergency rescue unit 

notification

區域指揮中心 Regional Command Center

A. 防災系統確認
 Prevention system confirmed

B. 現場狀況彙整回報
 Collection site conditions return

C. 協調人員作業
 Coordinator job

D. 協助資源調度與確認
 Assist resource scheduling and 

confirmation

E. 協助指揮官
 Assist commanders

幕僚支援組 Aides Support Group 1. 事故現場人員搜救
 Search and rescue Personnel accident site

2. 事故現場之搶救與圍堵
 The accident scene rescue and containment

3. 危險物之移除與遮斷
 Removal and interdiction of dangerous 

substances

4. 重要物資之搶救
 The important material of rescue

5. 支援消防人員搶救
 Assist and support the fire fighting personnel 

in rescue

6. 環境檢測
 Environment Monitoring

搶救組 Rescue Group

1. 引導人員疏散
 Guiding personnel evacuation

2. 人員管制
 Personnel Controlled

3. 災區隔離
 lsolation Disaster
4. 進出災區紀錄 / 裝備檢查
 In/Out of the disaster record/equipment check

5. 架設除汙站 / 裝備除汙
 Erecting decontamination station/equipment 

decontamination

安全管制組 Safety Control Group

1. 成立臨時救護站
 Set up a provisional aid station

2. 傷患救治與送醫
 Casualty be taken to hospital for medical 

treatment

急救組 First Aid Group

區域緊急應變小組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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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系統畫面

消防局明湖基地滅火訓練

裝備穿戴訓練

滅火器操作訓練

疏散演練

◆雲端資料庫資料匯流機制，匯整各單
位系統資訊，索引列舉重要資訊。

◆掌握廠內人員作業活動狀況，整合緊
急疏散點名系統(攜帶式)。

◆於異常事故發生時，迅速掌握廠內作
業人員疏散狀況，縮短尋人時間及救
災方向確定。

員工出勤資料
(人員系統)

是否上班

班別

上班時間

廠內活動狀況
(門禁系統)

卡號

刷卡時間/
地點

人員作業區域
(CCTV系統)

是否入廠

作業區域

姓名

工號/廠編

部門/公司

E/O            O/E
TCP/IP

規劃每季執行急救人員實作及測驗課程，並定期舉辦急救人員複訓，大幅

提升急救人員的緊急應變能力，相關課程內容考量同仁 24 小時輪班特質，利

用公司 E-Learning 系統及健康管理系統，讓同仁隨時隨地可接收健康資訊及

接受訓練課程。

建置緊急應變疏散點名系統，集結點名時間可由 15-20 分鐘縮減為 15 秒，

大幅縮短集結點名時間及人工錯誤，透過雲端資訊匯集，可經由最後刷卡地點

擬定搶救人員搜索範圍，有效減少人員搜索及搶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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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量(週)

◆ 即時訊息/語音溝通、整合內部系統、線上會議、體溫管理、居家辦公、居家打卡...
◆ 防疫：減少群聚，室內應保持1.5公尺社交距離。使用Pteam，於座位以線上討論。

力積電辦公室力積電辦公室 居家辦公居家辦公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資料加密儲存於私有雲
點對點加密傳輸

傳輸加密

防火牆

Pteam 專案

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溝通工具由電話、電子郵件、即時通訊，進化至企業協作。溝通效

率因此大幅提升，惟資訊安全所面臨的挑戰，卻也日益嚴峻。評估市面上支援企業協作之相

關產品，於資安防護方面，皆無法滿足力積電對於營業秘密保護的承諾，故領先業界，決定

自行開發 Pteam 企業協作平台。藉由完全主導並掌握開發技術、軟硬體規格 / 架構、資料庫

主機等等，力積電可以更妥善確實的保護公司重要知識產權，同時亦可配合公司營運所需，

隨時動態調整功能，因此擁有最佳的適應性與即時性。

Pteam 除了支援一般企業協作功能、亦著重行動裝置之資訊安全管理；面對 2020 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Pteam 更超前佈署，即時推出線上會議、體溫管理、居家辦公等相關作業，為各

種可能之防疫措施，提供最堅實可行的基礎。面對詭譎多變的外在環境，企業唯有不斷進化，

方能立於不敗。Pteam 是力積電面臨 5G 時代，所給出的一個回應，以此證明我們追求卓越

的決心。

Pteam 自上線後，訊息與線上會議的使用量明顯成長，更開發居家辦公作業平台，將低疫情

造成營運中斷之衝擊。

💡創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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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訊安全政策」，由各相關單位指派代表組成資訊安全委員會，負

責制定與執行公司的資訊安全管制作業，並定期召開會議，針對資訊安全相關

議題進行討論與決議，範圍涵蓋人力資源、實體安全及資訊安全等各個面向；

當有重大變革或資訊安全事件發生，則臨時召開會議進行討論。每年透過教育

訓練與內部公告持續向同仁進行資訊安全相關的宣導與溝通，以落實執行資訊

安全政策。

2018 年起，公司內部啟動營業秘密管控專案，加強門禁管制與監控、資

訊系統存取權限管理與存取紀錄保存與審查，嚴格管制人員進出與資料存取

（如禁止於公司使用私人儲存裝置、公司配發電腦安裝監控軟體、私人手機安

裝相機管控軟體、進出公司實施資安檢查等），避免公司資訊遭不當存取、竄

改，並防範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遭竊或外洩；在過去的 2019 年間，力積電無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事件發生。此外，規範各

單位同仁每年均必須接受「資訊安全管控措施」課程教育宣導（包含新進人員

到職時即安排相關資安宣導教育課程於新人訓練中），以加強公司內部資安意

識，確保資訊安全。於 2019 年間，力積電全體員工（不含駐外人員）均百分

之百完成『資訊安全管控措施』教育訓練。

少紙化流程

替代方案

少
紙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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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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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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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減少營業秘密
輸出降低風險

平板電腦

系統開發

列影印總數量下降 40%

環保!
降低風險!

十二吋廠區少紙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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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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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18下降19%少紙化
專案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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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屬於技術密集型企業，我們深知自身的競爭力是建構在智慧財產安

全的基礎之上，公司內部已制訂「資訊安全政策」與「資訊安全管理辦法」，

規範公司相關措施，以保護包含商業機密、智慧財產等重要資訊，同時致力於

客戶相關資訊之保護，與客戶往來之各類資訊、文件等均透過公司內部系統嚴

格記錄控管，對於內部相關人員作業權限之核准與開啟，均依照各系統之相關

作業規範辦理。

在落實資訊安全管理上，紙本文件管制的實作面較困難，又鑑於近年來環

保觀念的演進提昇，力積電於 2018 年 2 月開始推行少紙化計畫，期以電子設

備輔以改善系統化作業（申請 / 查詢 / 閱讀）方式，減少紙張的使用，以落實

環保節能減碳政策並加強資訊保護。2019 年持續進行推導，12 吋廠的部份，

由 2018 年底每月約 22 萬張的用紙量，至 2019 年底，已再下降至約 18 萬張，

約再下降 19%（2018 年由每月 30 萬張下降至 22 萬張），8 吋廠的部份，因

2019 年 5 月始整併，整體執行結果由整併時的每月約 10.4 萬張的用紙量，至

2019 年底，降至每月約 8.5 萬張，約下降 18% 的用紙量；持續以實際行動響

應環境保護並持續落實節能減碳，更有效減少紙本文件在資安管理上的風險。

1.5	資安控管

確保本公司自有及客戶/合作夥伴交付的資訊資產安全，
並保障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權益資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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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力爭 - 綠色創新
持續獲利	管理方針

力積電身處高科技產業中，穩定成長獲利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本條件，致力為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利益，保持技術優勢，創造穩定的獲利，以公司永續經營為最重要目標。

涵蓋議題 經濟績效、智慧財產權、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規範

◆ 遵循「專利管理系統 (EPS)」與「智權管理辦法」，透過專利研發及技術創新，提供客戶更先進且完整的解決方案，以獲取穩定的訂單。

目標
◆ 年度營運管理目標：多樣化產品技術與高毛利產銷組合。精進製程技術以提升獲利 ( 包含 5G、車用、大數據、AIoT)。
◆ 短期目標：2020 年專利提案 140 件。
◆ 長期目標：在 Computing-in-Memeory 的技術平台下，不斷地加強 AIM 的功能，加入無線資料傳輸，並且擴大產品應用領域，如 : 先進車輛駕駛系統等。

執行 ◆ 設立智權室，負責智慧財產的保護，透過錄製線上教學課程 (E-Learning)，提昇同仁智權相關法令及知識，並透過專利佈局確保研發成果獲得全面保護。
◆ 為充實公司智慧財產，設置有獎勵機制，以鼓勵員工貢獻智慧。
◆ 設立技術開發中心，負責各類產品線的製程技術研發，發揚「Open Foundry」晶圓代工模式。
◆ 設立策略規劃室，負責擬定公司營運及客戶開發的方向。

管理 ◆ 結合公司策略考量與營運目標，持續改善專利管理系統、優化專利組合及精算維護成本，內部專利提案，經由智權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從中挑選具創新性、
可供產業利用的案件對外提出專利申請。

◆ 依據既定技術開發時程設定 KPI，並定期召開會議檢視進度。
◆ 定期召開經營管理會議與績效檢討會議，設定營運管理目標及相關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績效 ◆ 至 2019 年底，力積電專利權仍有效之專利獲證數合計 899 件。
◆ 2019 年度申請專利 162 件，專利獲證達 74 件，達成 2019 年目標。
◆ 2019 年研發團隊以 25 奈米製程技術，成功試產首顆 AIM 晶片，並且交由重要客戶完成驗證。
◆ 截至 2020 年 7 月止，針對 AIM 晶片相關技術的專利成果，目前已提出多國之專利申請，合計申請專利 22 件，專利獲證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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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信賴	管理方針

力積電確保生產過程符合國際環保法規，滿足客戶對產品品質與環保規格的要求，並選擇良好的供應商以確保供應商供貨順暢，取得客戶信賴，持續下單，為本公司創造更大的績效。

涵蓋議題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顧客健康與安全、供應商環境評估

規範
◆ 本公司導入 QC080000 管理系統，展現公司對有害物質系統化管理之重視與承諾。
◆ 力積電採購政策：適質、適時、適量、適價。

目標
◆ 每季依不同組別制訂參與部門 6S 達標分數。
◆ 2020 年完成全公司五座廠之 IECQ QC080000 驗證。
◆ 提升客戶滿意度並維持於 85 分以上。
◆ 原物料廠商及承攬商每年依篩選原則 100% 完成評鑑作業。
◆ 新供應商 100% 經過初選調查表。
◆ 預定稽核達成率 100%。

執行 ◆ 成立 6S 管理推動小組，由廠區廠長擔任召集人，舉辦多項相關競賽活動，並提供競賽獎金，以鼓勵同仁於日常作業中，去挖掘任何可能產生的問題，提出
改善方案及具體做法。

◆ 依公司政策及 ISO/IECQ QC080000 條文，權責單位善盡對有害物質過程管理作業之協助。
◆ 為確保供應商供貨順暢，價格合理，進貨品質與交期等符合本公司需求，每半年進行一次供應商評鑑；每年舉行一次承攬商評鑑。新進供應商皆進行初選審

查作業。

管理

◆ 2019 年設定應達標之競賽部門分數皆達成，且客戶於 FAB 稽核無主要缺失。
◆ 生產性原物料 GP 檢測報告 / 承諾書提供之年度達交率 100%。
◆ 2019 年廠商評鑑合計 242 家次，其中僅有 2 家廠商因評鑑結果不合格而被列入剔除 / 中止合約廠商名單，其餘廠商皆符合廠內規範與要求。
◆ 每季與環安衛合併召開管理審查會，公告 6S 參與部門改善成果。
◆ 定期檢視有害物質過程管理系統之有效性，並持續精進作業流程。
◆ 2019 年廠商評鑑結果，合格率為 99.17%。
◆ 本公司訂有「員工敬業規範」，若有供應採購相關違反規定之情事，可透過 ethic@powerchip.com 信箱向本公司反應。 

績效
◆ 2019 年各部門 6S 分數皆達標，客戶 FAB 6S 稽核參與單位無主要缺失。
◆ 生產性原物料 GP 檢測報告 / 承諾書提供之年度達交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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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STS ( 全球半導體貿易統計協會 ) 統計 2019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產

值約達 4,090 億美元，較 2018 年的 4,688 億美元衰退約 12.8%；展望 2020

年，市場預期將有機會達 5% 以上的正成長，主要成長動能來自於光電元

件 (Optoelectronic)、感測器 (Sensor)、類比訊號 (Analog)、邏輯數位訊號

(Logic) 等相關產品。

近年由於整合元件設計與製造廠商 (IDM) 大廠在樽節資本支出及降低成

本考量下，增加委外代工比重，有助於晶圓代工廠營收表現。根據國際研究分

析機構 IHS 預估 2020 年純晶圓代工產值預期有 9 % 以上的正成長，表現相

對優於整體半導體產業。

唯自 2020 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來，迄今已擴散全球，引發

終端市場疑慮，或對於產品終端需求造成遞延效應，需更密切觀察其後續對全

球經濟造成的影響。

隨著智慧型手機及相關周邊產品的普及，其已成為終端消費者重要的平台

介面 (smartphone-as-a-platform)，透過這個中樞平台將連結消費者和更多

消費與企業應用。2019~2020 年各國開始全力支援 5G 商轉，領先推出的國

家有南韓、美國、澳洲、英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宣告全球正式邁入 5G 世代，

今年 (2020) 將有更多品牌廠商推出多款 5G 手機。5G 技術以高速傳輸、低延

遲、大量連網為特色。除了 5G 基礎建設帶動的商機，也將引發終端設備新一

波的升級換機需求。

隨著運算能力增加及資料傳輸速度的提昇、各種網路及雲端數據蒐集技術

逐步成熟的情況下，利用數據發展 AI 成為近年相當重要的科技議題，預估 AI

在終端裝置上的應用，將朝向以下六大方向進行：語音助理、進階攝影、直覺

化使用介面、降低功耗以延長電池使用時間、增進連線品質與增加個人安全性

防護等。AI 也逐步往全方位的終端應用發展，包括智慧型手機、智慧穿戴、

無人機、智慧家居、智慧工廠、智慧駕駛輔助，智慧行動醫療、公共／安防管

2.1	競爭利基

理或是基因序列等終端應用都將接軌人工智慧。待 5G 商轉有成及 AI 時代來

臨，串連起物聯網、車聯網、智能環境、人像或語音辨識等應用場景及行為習

慣，將帶來半導體產業一連串的變化與商機。

同時因人工智慧技術及效能的提升，物聯網及 5G 行動通訊建設臻於完善，

興起許多新型態終端產品，使晶片設計複雜度不斷提昇；除追求晶片功能整合

及低功耗外，還需考慮生產效能或是進一步要求半導體製程技術微縮。12 吋晶

圓廠已經是半導體的主流供應尺寸，產業新競爭者的進入門檻較過去要更高。

加上近幾年，全球 IDM 大廠朝向輕晶圓廠 (Fab-lite) 註。轉型趨勢漸趨明顯，逐

步擴大晶圓委外代工訂單，台灣晶圓代工產業成為這波轉型潮最大受惠者。本

公司擁有充裕的 12 吋先進製程晶圓產能並專注於利基型的製程，已陸續吸引許

多國際 IDM 廠及無晶圓廠 (Fabless) 設計公司成為本公司的代工客戶。

註 : 輕晶圓廠 (Fab-lite)：輕晶圓廠模式指的是僅在內部進行少量製造，而讓更多的製造任務轉交
代工廠。

有鑑於 AI 及 5G 產業的逐漸成熟，未來終端產品對於高速及低功耗的客

製化產品需求更甚，本公司針對此市場趨勢，積極開發更符合客戶需求的特殊

邏輯製程及記憶體產品製程，以提供客戶更具市場競爭力的晶圓代工服務。

矽晶圓 代工晶圓

晶圓製造矽晶圓製造、IC設計
上游

晶片封測
中游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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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Open Foundry」晶圓代工模式 - 創新服務思維

除提供全線自有代工技術平台外，力積電善用長期累積的晶圓製造技術、
經驗，發展出業界創新的「Open Foundry」合作機制，透過產品、設備、生
產管理及設計服務等多樣化合作，提供客戶由八吋到十二吋晶圓無縫接軌的產
品規劃，依客戶需求共同開發製程技術、發展技術平台，協助設計晶片及改善
產品，進而提升成本競爭力，強化與客戶合作關係。

▲ foundry/ 代工廠 ● customer/ 客戶 ⓞ cooperation/ 雙方共同

Product 
design
產品設計

Process 
develop
製程開發

Equipment
設備

Operation 
Mgt.

	製造管理

Generic Foundry ● ▲ ▲ ▲

Open Foundry ▲ / ● ▲ / ● / ⓞ ▲ / ● ▲

現有Open	Foundry 代工技術及產品
(Current	Open	Foundry	Technologies&Products)

* 電源管理 IC(Power Management IC, 
PMIC) * LCD 驅動 IC(LCD Driver IC)

* CMOS 影像感測器 (CMOS Image 
Sensor, CIS)

* 特殊應用 SLC 型快閃記憶體 (SLC 
NAND Flash)

* 記憶體整合晶片 (Integrated Memory 
Chip, IMC)

* 低功耗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Low 
Power DRAM)

* IGBT、Power MOS 等分離式元件
(Discrcte Device)

◆提供服務的市場

本公司 12 吋廠製程良率優異，與世界大廠同步，在先進製程上具備成本
競爭力優勢，並與策略聯盟夥伴合作建立共同的設計平台和知識產權，提供客
製化的晶圓代工服務，包括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類、利基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
體及 NOR / NAND 快閃記憶體等領域的晶片專業代工服務，並積極導入國際
大廠與之合作，開發多樣產品。以世界級同步的製造技術及國際級的製造水準
及嚴格品管，提供客戶滿意的優異代工服務。

本公司以先進技術提供 12 吋晶圓專業代工服務。不僅提供利基型記憶體
先進製程以協助國內外客戶生產相關產品，為目前全球唯一提供全方位記憶體
產品線代工之 12 吋晶圓廠。同時，提供客製化的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代工服
務，成為世界級大廠的最佳合作夥伴。

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的發展，創造許多由 Cloud 端到 Edge 端註 不同且多樣
的半導體需求。在全球智慧手機發展成熟之際，提供了另外一項半導體市場長
期的成長動能。本公司除擁有完整的記憶體設計服務及製造能力外，且同時具
備 DRAM/ NAND Flash 及 NOR Flash 製程平台，能夠滿足客戶多元化的記
憶體產品需求。本公司將持續開發新一代記憶體製程，維持成本競爭優勢。並
與代工客戶共同合作提供多樣化、高品質的記憶體產品。本公司兼容邏輯製程
及記憶體製程代工產能配置，有利於公司於景氣波動循環中進行產能彈性調
配，提高產能利用率，使本公司能維持相對於代工同業較佳的穩定獲利。

註 : Edge 端：邊緣的概念，它是一個相對於雲端的說法，指的是 " 資料的運算 " 發生在靠近使用者

◆公司目前之商品 ( 服務 ) 項目

項目 主要商品 (服務 ) 項目

半導體晶圓
代工服務

1. 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晶圓代工：提供 IC 設計公司顯示驅動 IC
產品、電源管理晶片產品、分離式元件產品、CMOS 影像感測
器產品、嵌入式非揮發記憶產品之晶圓代工服務

2. 記憶產品晶圓代工：提供 IC 設計公司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
快閃記憶體產品之晶圓代工服務

包裝元件 記憶體顆粒產品

其他設計服務
光罩服務、矽智財服務、設計套件服務、良率提升服務、晶片
Shuttle 方案

本公司所提供之晶圓代工服務，其電子終端產品應用，約可歸納為電腦產
品 (Computer)、通訊應用 (Communication)、消費性電子 (Consumer) 及車
用電子 (Automotive) 產品。目前也正積極發展醫療電子產品應用之 IC。其中
隨著智慧型手機產品的普遍及人工智慧相關產品的推出，促使物聯網 (IoT) 產業
鏈逐漸成形，更帶動上下游相關元件需求。在消費性終端產品「輕、薄、長、效」
趨勢訴求下，對專業晶圓代工廠而言，能提供客戶客製化製程開發更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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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供 12 吋及 8 吋晶圓專業代工服務，其包括提供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及記憶體產品晶圓代工服務：

(1)	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晶圓代工業務

摩爾定律在 28 奈米節點之後，提升幅度減緩顯示先進邏輯製程不是市場唯一方向，放棄燒錢無止境的先進製程，轉向更有利潤的特殊應用產品市場，以優良邏輯

製程及技術提供多樣客製化特殊應用製程 ( 應用於顯示驅動 IC、電源管理晶片、分離式元件、CMOS 影像感測器、嵌入式非揮發記憶體之製造 ) 及多元代工合作模式，

以有效縮短客戶生產流程並提升客戶競爭優勢是本公司的競爭策略，28 奈米以上成熟製程市場依然有相當大的規模，包括 IoT、工業、汽車電子等應用。

而有別於一般市面上 12 吋標準邏輯晶圓代工皆為銅製程為主，本公司能提供低成本的 12 吋鋁製程平台，在同樣的製程下，較一般 8 吋成本可降低 30%，大幅提

昇客戶產品競爭力。

本公司以先進技術提供客製化的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專業代工服務。主要包括 TFT-LCD 驅動 IC(TFT-LCD Driver IC)、電源管理 IC (Power Management IC)、分

離式元件 (Discrete Devices)、快閃記憶體 (Flash)、影像感測 IC(Image Sensor IC)、記憶體整合晶片 (Integrated Memory Chip)、射頻晶片 (RF Chip) 及 生物特徵識

別晶片 (Bio-tech Chip) 等。

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晶圓代工之主要產品，其重要用途說明如下：

◆ 顯示驅動 IC(Display Driver IC) 主要用於大中小尺寸面板及電子紙之螢幕驅動，可用於電視、顯示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子書、電子標籤等產品。
◆ 本公司代工生產之電源管理 IC、分離式元件，主要應用於各種電腦及其週邊產品、手持行動裝置、通訊應用產品、消費性電子及車用電子產品等。
◆ 影像感測 IC 產品主要用於安防、手機、電腦攝像頭等之 CMOS 影像感測器。
◆ 記憶體整合晶片應用於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Unit, MCU)、白色家電、搖控器、智慧卡產品。

🧾短期業務目標

本公司的 55 奈米 LCD 驅動 IC 高壓製程已成功量產，另亦積極開發主動

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 (AMOLED) 面板驅動 IC 製程，以順應手機市場需求。功

率半導體元件則朝高效能之終端電源應用導入具有競爭力的製程，而在其他產

線方面，更積極與一些國際大廠合作，開發更多元的產品。

🧾長期業務目標

除持續開發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代工服務先進製程外，將建立邏輯專業代

工平台及開發矽智財，提供專業的晶圓代工服務。同時，本公司亦以所擅長的

製造能力，爭取世界級大廠導入其專有技術在本公司生產製造。

同時，為因應產業多變及保有公司應變之彈性，未來本公司除提供產能、

製造及設計委託服務外，更可提供營運管理等多元代工模式 (Open Foundry)

概念，與客戶共創雙贏局面。目前，十二吋的邏輯晶圓代工業務已與八吋廠進

行整合，未來將提供客戶由八吋到十二吋無縫接軌的的產品規劃、更完善的服

務品質及更高性價比的代工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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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記憶體晶圓代工業務

◆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製程技術

考量到終端電子產品需求朝向功能提升、輕薄化及節能趨勢下，晶片設

計在功能整合、低功耗與效能提升等需求，目前利基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

體代工已導入 25 奈米製程。其中有因應人工智慧之類神經網路計算系統所

需 AIM ( 記憶體式運算 , In-Memory Computing, IMC) 或是異製程結合 ( 

WOW-Wafer On Wafer ) 等新型記憶體開發，這些都能突顯本公司惟一提

供記憶體產品代工之產業地位，滿足客戶不同的客製化記憶體需求。本公司

正與客戶或其他主要供應商密切合作，以切入成長強勁的人工智慧領域需求

的半導體市場。

◆ NOR 及 NAND Flash 快閃記憶體製程技術

本公司 Flash 產品瞄準行動應用裝置、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工業應用市

場，提供低功率節能及高可靠度的產品。在手機功能日益多元的帶動下，低

容量 NAND Flash 搭配 low-power DRAM 成為入門無線通訊產品主要的

記憶體方案。此外，低容量 NAND Flash 也普遍運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

通訊產品及汽車連網或工業應用。目前 28 奈米 NAND Flash 製程已成功進

入量產階段。

近年來，許多新興的應用創造更多的 NOR Flash 記憶體需求，如真無

線藍芽耳機或是 AMOLED 面板或是 5G 基站設施都有 NOR Flash 需求。因

應這些新興應用產品需求，帶動全球 NOR Flash 市場觸底反彈，回到全球

年營業額 20 億美金以上。本公司正積極開發新一代 48 奈米 NOR Flash 製

程，預定於 2020 年底導入量產；將能提供客戶更高容量、更有成本競爭力

並能兼顧品質可靠度要求的 Flash 產品。

本公司以優異先進記憶體技術提供 12 吋晶圓專業利基型記憶體產品及

快閃記憶體代工服務。

記憶體晶圓代工之主要產品，其重要用途說明如下：

◆ DRAM 產品的應用範圍則主要為電腦、通訊及消費性電子或車用電子等產
品，如：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印表機、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數位電視
及無線網路產品等。

◆ NAND Flash 則是以手持行動裝置、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工業用電子產品，或
是智能家電及智慧電錶等相關應用。

🧾短期業務目標

利基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代工部分，繼 30 奈米製程成熟量產後，考量

到終端電子產品需求朝向功能提升、輕薄化及節能趨勢下發展，晶片設計在功

能整合、低功耗與效能提升等複雜因素下，本公司已協助客戶導入 25 奈米製

程試產，目前已有超過 15 個 25 奈米代工產品開發案投入。本公司也將持續

改良製程技術，維持本公司在利基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代工的領先優勢。

快閃記憶體部分，本公司具備 NAND Flash 先進製程技術開發及產品設

計能力，主要產品為 1Gb~4Gb SLC 快閃記憶體產品。應用領域涵蓋消費性

電子、無線通訊產品及工規產品，或智能家電、智慧電錶無線連接等應用市場。

隨著這些應用市場的穩定成長，預期全球 SLC 快閃記憶體市場也將逐年穩定

成長。同時本公司已順利開發並量產 28 奈米 NAND Flash，面對未來全球新

的記憶體產業競爭態勢，將能維持一定的競爭優勢。

🧾長期業務目標

在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代工部份，除持續提供先進製程強化競爭力

外，將配合客戶需求，與客戶合作生產客製化產品，提昇產品的生命週期，以

求追求長期穩定成長。而快閃記憶體部分 (NOR / NAND Flash) 部分，將持續

開發下一世代先進製程技術，以提高產品競爭優勢。目前也正積極開發大中華

地區的新市場及新客戶，以建立長期且穩定的產品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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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晶圓代工業界，力積電是唯一擁有 DRAM、NAND/NOR Flash 等記憶體和邏輯製程技術的專業代工廠，為積極提升研發動能，力積電設立三位事業群總

經理，以期帶領公司發展記憶體與系統晶片的整合技術，有效與代工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的技術平台，為力積電記憶體業務開拓更多的應用領域。

2.2 創新研發

力積電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對環境面的貢獻
● 力積電對環境及社會具顯著貢獻的產品列舉如下： 

◆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RAM)

◆ 非揮發性快閃記憶體 (FLASH)

◆ 電腦／電視顯示器驅動晶片 (Small/Large Panel Display Driver IC)

◆ 低耗能的發光二極體（LED）平板顯示器驅動晶片 (LED Driver IC)

◆ 室內及室外固態照明 LED 驅動晶片

◆ 金氧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MOSFET) 應用在電池保護、交流 - 直流變壓器、
充電器、工具機電池、伺服器、步進馬達和 5G 基站等。

● 持續推進新製程技術，降低晶片耗電及節省資源

◆ 力積電持續推進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為客戶生產先進、節能及環保的產
品，為地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例如，力積電 80 奈米晶粒所能容納的
電子元件數量約為 110 奈米的 2 倍；而 80 奈米積體電路產品在使用或待
機狀態，所耗用的電力僅約為 110 奈米產品的 70%。也就是說單位面積
的效能提高了 2.8 倍。 力積電的目標是繼續努力，持續提升 80 奈米及更
先進的製程技術的研發（如 55 奈米、40 奈米、25 奈米等製程技術），
並增加 80 奈米以下更節能的製程佔力積電晶圓銷售營收的比重，對公司
成長及地球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 預 計 2020 年 完 成 2X 奈 米 DRAM 製 程 優 化， 每 片 晶 圓 可 增 加 30% 
DDR4 註顆粒數。

註：DDR4 第四代雙倍資料率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ual Data Rate 4

◆ 產 品 節 能 部 分， 公 司 致 力 於 持 續 提 升 製 程 技 術， 於 2018 年 開 發 出
NAND Flash 40 奈米代工技術平台，提供客戶較原先增加 22% 產出，並
於 2019 年已開發出 NAND Flash 28 奈米代工技術平台，再進一步提供
客戶較 40 奈米技術平台增加 29% 產出，有效降低生產耗能。

大尺寸 LCD

手機 /智慧手機 數位相機 掌上型遊戲機 MP3

液晶電視 筆記型電腦 LCD顯示器

中尺寸 LCD

◆研發方向

先進、具能源效率的綠色電子產品

一般來說，半導體製程技術每向前推進一個世代，積體電路線寬就縮小

一定的比例 (70%)，因此產品的晶粒面積尺寸就愈來愈小 (0.5 倍 )，同時電

子產品所消耗的電力也更為降低。 

力積電提供多樣且完備的特殊製程，以優異的前段及後段製程整合能

力，提供功耗、效能及晶片尺寸最佳化的競爭優勢，為客戶生產更先進、更

節能、更環保的產品，降低科技進步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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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具備最佳電源效率的電源管理晶片（Power Management IC）技術

◆ 力積電成功地協助客戶實現綠色產品的設計與製造，其中電源管理晶片是
最具代表性的綠色產品。電源管理晶片是所有電子產品處理用電需求的核
心元件，力積電提供客戶深具能源效率的設計平台，客戶可藉此平台開發
節能產品。

◆ 目前研發團隊在八吋及十二吋晶圓廠，已經開發出 MOSFET、雙載子 -
互補式金氧半導體 - 擴散金氧半導體（Bipolar-CMOS-DMOS, BCD）以
及超高壓（Ultra-High Voltage, UHV）製程技術。

◆ 使客戶生產高品質的電源管理晶片，得到穩定的電源供應、並能降低能源
損耗，已廣泛應用於消費電子、通訊以及電腦產品。力積電的高性價比
BCD 製程是電源管理、LED 驅動晶片、室內及室外固態照明 LED 驅動晶
片等應用之最佳製程選擇。

◆ 此外，力積電提供 700 伏特電壓的 UHV 製程，是高轉換率交流／直流變
壓器、固態照明 LED，以及高效能直流無刷馬達等綠色產品應用之最佳製
程選擇。

◆ 電源管理晶片在力積電工業應用產品別中的營收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自
2015 年至 2019 年，力積電在高壓及電源管理晶片方面共計出貨逾 29.5
萬片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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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 0.18 微米 BCD 技術

◆ BIPOLAR、CMOS、DMOS 場效電晶體。

◆ Rsp 稱為特徵電阻值，其單位是 [mΩ-mm2]；一般來說，特徵電阻值越
低則電壓轉換時的效能越好。

◆ 2017 年第一代使用在矽基板磊晶 (Epi) 矽原子做為基底的技術稱為 Epi-A 
平台相對於 2015 年的 DNW (Deep N-type Well，深 N 型井區 ) 技術，
可以提供更多高電壓的選項。

◆ 2019 年開發完成第三代 Epi-C 技術平台，對於汲極電壓 (VD) 操作在 24
伏特以下的高電壓元件進一步改善 Rsp ( 約 50%)。

力積電分立式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 PSMC Discrete MOSFET)

◆ Rsp [mΩ-mm2] 越低則電壓轉換時的效能越好。

◆ G1 代表第 1 代的製程元件，依此類推。

◆ SG = Single Poly Trench Gate 溝渠型單層複晶矽閘極結構的金氧半場效
電晶體

◆ DG = Double Poly Trench Gate 溝渠型雙層複晶矽閘極結構的金氧半場
效電晶體

註： MOSFET 是由許多個同一種 MOSFET 元件所形成電子零件，做為電路的開關；而 BCD 製程
是用 IC 做出多種 MOSFET 元件形成一些邏輯電路以控制電源的電壓 / 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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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

力積電以既有的記憶體研發及生產經驗，積極發展各式邏輯及記憶體之整

合性晶片，打造最具競爭優勢之晶圓代工服務，與其他代工同業產生區隔。未

來之技術研發重點將基於現有基礎，繼續研發各種邏輯與記憶體代工製程技術

平台，為客戶提供一流之代工服務，以期在邏輯代工與記憶體代工製程技術上

與世界一流廠商並駕齊驅。

為因應 5G 時代 AI 邊緣運算需求持續增加，如何提升 IoT 晶片 AI 運算

效率卻不增加功耗，已成為 IC 設計產業難題，力積電已於 2019 年開發出

AIM(AI in Memory, AIM) 晶片技術，將 CPU 與 DRAM 相關 IP 放在同一顆晶

片中。如此一來，MCU 到 DRAM 的資料傳輸，可以從常用的 32 位元大幅提

升至 4,096 位元，不僅增加資料傳輸頻寬，並且達到低延遲與低耗電效果。甚

至，還可以把 Wi-Fi 晶片功能包進去，讓單一晶片可以獲得相當於單晶片電腦

所需功能，並能降低晶片耗電量。

◆ 持續投入先進製程研發，創造價值 ◆專利保護： 

持續進行專利佈局，專利申

請數量配合公司研發資源以

確保研發成果獲得全面保護

持續進行專利佈局，專利申

請數量配合公司研發資源以

確保研發成果獲得全面保護

策略

◆ 80 奈米技術平台，以前段製程整合 1.2 伏特的高密

度邏輯電路和 32 伏特的高壓元件，搭配後段鋁製程

做金屬連線，應用為顯示器驅動晶片

◆ 全球專利申請數量每年

 5%~10% 成長
永續
發展
目標

◆ 80 奈米技術平台採用鋁做為

後段製程整合 32 伏特高壓

元件，為業界獨特

◆ 歷年至 2019 年專利申請案超過 1000 件

◆ 2019 年申請專利 162 件，專利獲證 74 件

◆ 歷年至 2019 年底，專利獲証數 899 件

成果
2019

◆ 擴大量產 80 奈米技術的半導體技術平台，並延伸至其他應用
目標
2020

此外，由於在范紐曼型架構（Von Neumann architecture）下，傳統 AI

運算上會碰到的頻頸是資料需要循序處理，不符合 AI 運算情境上其實是要能

非循序存取的需求。而力積電的 AIM 技術，就可協助 IC 設計業者開發出後范

紐曼型架構的記憶體處理方式，除了將 CPU 到 DRAM 的頻寬大幅提升，甚至

可以在記憶體存取上加入控制電路，以非循序存取的方式高速讀取 DRAM 資

料，進而提升 AI 運算執行效率。

2019 日本嵌入式 & 物聯網技術大展（ET & IoT Technology 2019）
黃董事長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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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邏輯代工技術專欄

特殊製程技術 應	用

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
導體影像感測器技術
（CIS）

新一代次微米像素屏下指紋辨識 (FOD) 感測器應用於行動、資訊保密等應用。

電源	IC	／	BCD	技術 為業界所獨有的 80 奈米 BCD 技術，前段製程整合了 1.2 伏特的高密度 80 奈米邏輯電路和 9–100 伏特的功率元件，搭配後段鋁製程做
金屬連線，極具成本優勢的製程，提供符合業界需求的下一世代行動電源管理晶片（PMIC）解決方案。

發光二極體顯示器驅動
晶片 (LED	Driver	IC) 以業界先進的 UHV 製程可以達到高交流 - 直流轉換效率，節能，低成本，提供各種室內外照明方案。

先進的 BCD 積體電路製造技術服務與創新進程

◆ 力積電公司以創新的元件架構，成功開發效能領先的 0.18 微

米超高壓 BCD 技術，達到高效能與低功耗的 LED 驅動晶片。

◆ 力積電公司以創新的元件架構，成功開發效能領先的 0.18 微

米 BCD 技術，滿足高效與低功耗的電源管理晶片需求。

◆ 第二代 0.18 微米超高壓 (UHV)BCD 技術，達到更高轉換效能

與更低功耗的 LED 驅動晶片。

◆ 第二代 0.18 微米 BCD 技術，滿足高輸出效能與更低功耗的

電源管理晶片需求。
2015

2016

2017

2018

◆ 力積電公司規劃全新元件架構的 90 奈米 BCD 技術，將整合 1.2 伏特的高密度 90

奈米邏輯電路和 9-100 伏特的功率元件，搭配後段鋁製程做金屬連線，此製程技術

極具優勢，可提供符合更高效與更低功耗的行動電源管理晶片 (PMIC) 解決方案。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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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續投入創新研發與專利，強化知識資本的力量，對內已錄製專利

相關線上教學課程 (E-Learning)，藉此提高同仁智權法令及知識，並鼓勵新技

術、新想法提案，提案通過後即發予提案獎金，專利獲證後亦有獲證獎金，營

造內部創新研發的文化。

公司並使用 Derwent Innovation 專利資料庫，該資料庫包含智慧專利檢

索平台，員工利用該資料庫之產品功能，可以分析特定技術的全球專利發展趨

勢、專利新穎性前案檢索及追蹤競爭對手的專利情報等智能檢索。

在公司獎勵制度方面，智權管理辦法中明訂專利獎勵措施，對外提出專利

申請者，取得官方之申請文號後，發給獎金 1 萬元；專利獲證後則發給獲證

獎金，依取得之國別發給獎金，美國、日本、歐盟等獎金為每國 4 萬元，台灣、

中國及其它國家為每國 2 萬元。

另外，為了增加專利活性，除了各種獎勵措施及活動外，並由研發人員組

成專利研發小組，設立年度內部提案及外部申請的目標，彼此間相互腦力激

盪，激發出創新火花，並可從中找尋新技術、新想法來提案，通過後即發予提

案獎金。

智權室以「專利管理系統」管控專利內部提案及外部申請流程，並經過各

技術審查委員的嚴格把關，對於專利品質的要求可謂達到極致。

◆智財權管理

力積電身處高科技產業，需具備自主技術才能維持營運自由，故透過專利

申請，以確保公司研發成果獲得全面保護，並強化競爭優勢。本公司已設立智

權室專責管理智慧財產，根據專利佈局來制定智財資本管理策略計畫，並結合

公司策略考量與營運目標，持續改善專利管理系統、優化專利組合及精算維護

成本，執行智慧財產權的產出、管理及運用，以確保技術上的領導地位。公司

內部網站並設有「力積電智權網」，員工可透過智權網進行專利提案、教育訓

練及知識分享等。

力積電為加強公司智慧財產權之管理，特訂定智權管理辦法，鼓勵員工貢

獻智慧，提出與公司研發、生產、營運等相關技術之新發明提案，經過內部一

定程序決定申請專利、商標、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以充實公司智慧

財產。智權提案流程圖如下 :

發明人填寫智權
提案及審核表

智權室收文並確認
審核表是否填寫正確 ?

舉行智權審查會議

N Y

審查結論

准予申請
專利

列為營業
秘密保護

提案駁回

1

需要發明人補充
資料，或者委員
需要再進行討論

2

改請提案
立案改善

3 4 5

0
2016

左軸 -研發投入金額 ( 百萬元 )

2017 2018 2019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2,228
2,405

3,476

2,962

200

0

400

600

800

1000

1200

379379 389389

820820

1107

右軸 -研發投入人數

歷年投入研發費用和研發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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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內部專利提案，經由智權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從中挑選具創新性、可供產業利用的案件對外提出專利申請 162 件，藉以增加力積電的專利品質及外部競

爭力；另外，活用各國不同的專利申請制度來規劃專利申請策略，以求對本公司的新技術做最佳的保護，2019 年度獲證之專利達 74 件，截至 2019 年底仍有效之專

利獲證數合計 899 件。

傳統運算架構
存取頻寬 <12.5GB/s

CPUinput output

DRAM

瓶頸 12.5GB

DSA in DRAM 運算架構
存取頻寬 >2TB/s

CPUinput output

DRAM
Domain Specific

Acceleraotr
AIM 晶片

💡AI 科技

突破功耗及傳輸瓶頸，適用於邊緣運算

Computing in Memory 技術平台的推出，集結了集團內四家公司的貢獻，分別是：
力積電負責晶圓代工、愛普科技負責記憶體重新設計整合、智成負責無線通訊與
MCU、智慧記憶科技則負責軟體與系統等。力積電採用 25 奈米至 38 奈米製程技
術，完成 Computing in Memory 技術平台的核心單晶片 AIM，適用於 5G 及 AI
等特定應用的高速邊緣運算。AIM 晶片將為相關裝置和系統帶來超高性價比優勢。

AIM 單晶片具有多項特性，包括省略了資料的輸入 / 輸出 (I/O)，大幅降低資料在
記憶體與處理器間往返的負擔，資料傳輸頻寬提升 10 至 100 倍，資料就在同一片
指甲大的晶片上移動，所以特別適合數據為中心的計算 (Data Centric)，為一個新
興概念的應用，「運算效能提升 20 倍能、節能效率提升 10 倍，這是領先全球的
節能晶片 (Green Chip)。」

AIM 晶片特色 :

1. 整合邏輯與 DRAM 於一體，突破記憶體存取的疆界

2. 考慮運算速度與耗能組合，擁有最佳 C/P 值的設計

AIM 平台發功，加速技術進步

AIM 平 台 已 獲 得 法 商 Upmem 導 入 並 出
貨，該公司成立於 2015 年，為記憶體中處
理 (Processing in Memory, PIM) 解決方案
新創企業，相關方案已打入全球最大伺服器
公司的供應鏈。Upmem 為全球第一家採用
AIM 平台的業者，該公司將此技術平台以加
速器模式與既有的伺服器相容。除法國業者
外，美國、中國大陸與台灣客戶也已與力積
電洽談合作，預計明年第 1 季就能量產出貨。

AIM 平台的推出，可以加速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 (ADAS)、邊緣運算、醫療科技、基因研
究、機器人、物聯網、5G 通訊及加密貨幣
(Cryptocurrency)，「透過我們的推廣，希
望能有更多人了解並利用這樣技術，進而啟
動更多創新，這就是我們的開發初衷。」

力積電是全球唯一擁有 DRAM、NAND/NOR Flash 等記憶體與邏輯製程技術的晶
圓代工廠，全力推進記憶體與邏輯晶圓代工技術，發展系統整合型晶片平台，以因
應未來 5G 與 IoT 系統應用需求。

隨著 5G 通訊帶動 AI、IoT 等新應用風潮，公司已推出的 AIM 技術平台透過整合記
憶體及運算單元的系統化晶片製造技術，將逐步發展儲存及運算一體，及記憶體晶
圓、邏輯晶圓堆疊等全新技術方向，除透過自力研發外，也會積極與其他晶圓代工
同業及國內外 IC 設計廠商共同合作，為客戶提供更高效能、更低功耗的新產品代
工服務。截至 2020 年 7 月止，針對 AIM 晶片相關技術的專利成果，目前已提出
多國之專利申請，合計申請專利 22 件，專利獲證 1 件。

力晶集團創辦人黃崇仁在盛大舉行的
「Computing in memory 整合技術平
台發表會」上親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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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以先進的技術，提供客戶晶圓代工服務，除了持續提高製程技術層
次，我們對生產的製程品質也毫不鬆懈，透過導入各項管理系統，以明確的流
程控管各項生產環節，不僅遵守國際法規，更確保產品及服務切合客戶需求。

註：2020 年 8 月 6 日完成 ISO 45001:2018/CNS45001:2018 驗證。

◆現場 6S 品質管理

力積電對於員工的作業環境維護相當重視，為落實相關政策，藉以舉辦多
項相關競賽活動方式，來提高同仁對作業環境維護意識，鼓勵同仁於日常作業
中，去挖掘任何可能產生的問題，改善 FAB 環境整潔及人員安全，更使工作
環境更加舒適、安全。

製造服務

• 優異的製造能力

力積電提供專業且優異的製程技術及嚴格的品質管控流程，並透過與日本等
國際技術大廠合作，不斷提升代工產品品質，與客戶共創雙贏。目前力積電
所提供的製程技術及產品包括記憶體產品、LCD 驅動 IC、記憶體整合晶片、
CMOS 影像感測器、分離式元件及電源管理等。

2.3	客戶服務

系統驗證

ISO9001
( 品質管理系統 )

ISO14064-1
(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

ISO50001
( 能源管理系統 )

AA1000
( 企業社會責任 )

AEO
( 優質企業 )

IATF16949
( 汽車業品質管理

系統 )
IECQ QC080000
( 有害物質流程管

理系統 )

ISO/ IEC17025
(2017 測試與校正實
驗室能力一般要求 )

ANSI ESD S20.20
( 靜電放電防治驗證 )

ISO14001
( 環境管理系統 )

ISO 
45001:2018/CNS

45001:2018 註
(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 )

最佳效率

• 有效提升良率

能有效縮短學習曲線。提升產品良率，是力積電協助客戶縮短產品上市時程
的重要因素。

• 最優化及彈性的生產排程管理

力積電不斷致力提升生產管理效率並優化生產流程，期能在最短時間內用最
有效的方式服務客戶，並以富彈性的生產排程滿足客戶的急單需求。

• 準時交貨

全自動化生產及嚴格的線上監控系統，能全程掌握產品投入及產出時程，有
效完成達交。

為有效管理本公司產品品質、生產作業環境，本公司成立 6S 管理推動小
組，依據 6S 管理辦法及執行細則落實執行現場 6S 管理；亦制訂 6S 競賽辦法
提升同仁參與之動力並提供競賽獎金以茲鼓勵；相關執行內容與績效之呈現則
於每季與環安衛合併召開管理審查會議，公告 6S 參與部門改善成果。

其中，針對各站點晶片的轉運送過程中，為提昇產品運送品質、降低外在
損壞風險，對於運送設備加裝防撞設計，不僅對於人員安全的保護有明顯效
果，週邊設備保護作用也明顯改善許多，同時加深同仁作業安全意識、也兼顧
環境 6S 維護。

2019 年設定應達標之競賽部門分數皆達成，且客戶於 FAB 稽核無主要
缺失。

製造流程控制

出貨&晶圓圖上傳 等級分類&分批

測試程式 /
機台參數自動載入

客製化的測試規格管制

測試結果上下限管制

自動化生產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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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 CIP

為了強化公司的品質文化，品質工程處致力於推行持續改善活動 CIP(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藉由舉辦品質課程以提升員工問題解決能力、設置案
例管理及經驗分享平台以利經驗傳承、並舉辦 CIP 競賽設置獎項以激勵人員。

報名及資料繳交 書面審查 季會頒獎決賽發表

●報告用 DMAIC 格式
●共 67 件報名 ●25 件進入決賽 ●決賽名次公告

●廠／處級擔任評審 ●廠／處級擔任評審 ●總經理頒獎

CIP 競賽活動流程 

YB

2016 2017 2018 2019
1500

2000

2500

3000

1867

2316

2781

0
2016 2017 2018 2019

20
3 10

37

15

61

40

60

80
GB BB

六標準差GB/BB 認證累積人數

六標準差 YB培訓累積人數

人
數
區
間

人
數
區
間

• 提升員工問題解決能力 ( 品質課程 )

品質工程處規劃一連串六標準差課程，引領組織精益求精。截至 2019 年，
培訓認證人數共計 2,857 人。

• 激勵員工參與 (CIP 競賽 )

為建立公司持續改善習慣與文化，品質工程處舉辦 2019 年 CIP 競賽活動，

並提供豐富獎金鼓勵同仁積極參與；藉由競賽之推動可強化同仁品質意識、

營造團隊精神，並可提升競爭力與客戶滿意度。

註：培養問題解決專家：黑帶（BB）及綠帶（GB），建立問題改善的共同語言：黃帶（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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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認可

力積電非常重視來自於客戶端的聲音，也願意與客戶一起共同解決，除了

專責部門 ( 專人 / 專線 ) 方便客戶即時聯絡之外，也會定期與客戶召開面對面

的共同討論會議 ( 針對此次 COVID-19 疫情影響，過往與客戶之間面對面的

週會、月會、甚至是客戶稽核，均改為視訊會議，以避免群聚感染的可能；此

種做法的變更讓公司能在疫情的狀況下不中斷與客戶的溝通，也獲得客戶的認

同。)；同時也會發出問卷方便客戶問題反應，隨時掌握客戶問題以期在最短

的時間之內與客戶共同解決，相關記錄也會提報至經營績效會議回饋給經營階

層，2019 年度客戶滿意度的調查內容及成果說明如下：

1. 對象 / 產品別 / 評分項目：主要投產之 11 個客戶（投產月平均 >2000 片）

產品別涵蓋利基型 / 標準型 DRAM 及 Driver IC/Power/CIS 等 Logic 代工

產品。針對品質、技術及交期三大類進行評分。

2. 調查方式：每月自評；每半年客戶回饋內容之意見。

3. 2019 年調查結果及說明：整體客戶滿意平均為 96 分 ( 較去年上升 5 分 )，

為”優良”狀態。

(1) 重大案件 MRB（Material Review Board）6 案件較去年減少 9 件。

(2) 達交率較去年上升 7 分。

(3) 整體良率較去年提升 2 分。

(4) 於 2019 年第二季加入 GP 的調查，以符合 QC080000 的要求。

評分方式：

Quality
Tech

Yield%
Delivery

CVP

WRR
10%

Waive
10%

CCN
15%

Service
5%

RMA
15%

Cpk
10%

MRB
35%

額外扣客戶總分

Near Mlss

Incident

特別狀況通知

超額運費
45% 30% 25%

+

◆客戶滿意度：

2019 年 的 客 戶 滿 意 度 比 去 年 提 升 5 分， 主 要 是 品 質 方 面 的 改 善

MRB(Material Review Board) 案件減少。

2019 客戶滿意度平均 96 分   進步 5 分

60

Logic 產品

Feb-19Jan-19 Mar-19 Apr-19 May-19 Jun-19 Jul-19 Aug-19 Sep-19 Oct-19 Nov-19 Dec-19

優

佳

劣

70

80

90

100
94 96 96 95 94 97 96 97 97 95 95 96

利基型DRAM產品

TotalL1 L2 L3 L4 L5 L6 L7 D1 D2 D3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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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Fab 系統架構

Smart Fab
發展項目

OCS

Mask
倉儲系統

Photo
前層系統

RCM

Auto Dummy
Auto STB

LEMS

智慧工廠

力積電積極運用工業 4.0 的概念，打造「智慧工廠 (Smart FAB)」，推動工廠自動化、製造智慧化以及資訊系統化。目前既有 P3 廠區已以「智慧工廠 (Smart 

FAB)」模式運行，未來於新建廠區亦會持續導入「智慧工廠 (Smart FAB)」模式設計 / 建置，全面提升工廠製造執行效能。

💡智慧工廠

工廠自動化

可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及簡化作業流程，主要包含 :

1. 全自動化生產 FA

自動化搬運系統，提高生產效率與品質，節省生
產成本。

2. 自動過帳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系統自動化，簡化人工作業流程，減少人為作業
疏失及資料抄寫異常。

3. 即時派工 RTD

全自動化派工流程，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及簡化作
業流程。

4. LEMS (live EQ management system

現場機台即時管控及監控系統。

製造智慧化

可實現製程精進，優化產品品質，主要包含 :

1. OCS (Off route control system)

定時自動量測維護機台及製程品質。

2. Auto Dummy/Auto STB

轉換製程自動調整減少人工作業掌握轉換
時效。

3. Smart pi-run/Mask inventory system

縮短轉換製程光罩轉換處理時效。

4. RCM (remote control system

遠端監控管理，縮短人員進入現場處理時
效，生產自動即時監控技術，整廠運作情

況零時差。

資訊系統化

可提升經營管理效率，主要包含 :

1. 智慧數位管理

發展大數據技術，提升生產效益和服務品質。

2. 智慧會議

發展遠距會議，人員遠端居家工作，提升生產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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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要原料 供應商 採購策略

矽晶圓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1. 本公司嚴格控制及挑選矽晶圓供應商來源，各供應商之供
貨品質必須先經過本公司之樣品評估程序，經各相關部門
判定合格後，方列為合格供應商。

2. 本公司分別向亞洲及歐洲等地區採購晶片，以降低風險。
3. 本公司與各供應商維持良好供需關係，在晶片的採購價格

及供貨品質上，擁有相當的優勢。
4. 本公司定期檢討供應商之供貨價格、品質、交期準確性及

相關技術諮詢服務情形，以決定各供應商之訂單數量。
5. 本公司每半年進行供應商績效考核，確保其相關管理措施

確實執行。

光阻

E 公司
F 公司
G 公司
H 公司
I 公司
J 公司

1. 本公司每月初提供光阻預估用量給供應商，以利供應商及
早做好庫存準備。

2. 本公司每月監督其庫存量，以確保供貨穩定。
3. 本公司每半年進行供應商績效考核，確保其相關管理措施

確實執行。

氣體

K 公司
L 公司
M 公司
N 公司
O 公司
P 公司

1. 由於供應商間彼此競爭，且皆與本公司建立彼此之支援關
係，有利採購條件並確保缺貨時之供貨安全。

2. 本公司每月監督其庫存量，以確保供貨穩定。
3. 本公司每半年進行供應商績效考核，確保其相關管理措施

確實執行。

化學品

Q 公司
R 公司
S 公司
T 公司
U 公司
V 公司

1. 供應商台灣皆設有工廠及儲貨倉，因此供貨穩定，且有利
本公司降低庫存及確保品質。

2. 本公司每半年進行供應商績效考核，確保其相關管理措施
確實執行。

本公司採購項目分為勞務、財物、工程等三類，供應商皆以國內廠商為主，

在地採購金額占整體採購額的 89.48%（依 GRI 所謂的當地供應商之間不存在

跨國支付）。

廠別 契約種類 國別 廠商家數 百分比 (%)

12 吋

勞務 ( 承攬與服務 )
國內 643 7.05%

國外 13 0.04%

財物 ( 新品與原物料 )
國內 723 53.00%

國外 39 2.48%

工程 ( 建築與設備 )
國內 147 13.18%

國外 25 6.72%

8 吋

勞務 ( 承攬與服務 )
國內 431 1.05%

國外 4 0.01%

財物 ( 新品與原物料 )
國內 740 14.30%

國外 40 1.26%

工程 ( 建築與設備 )
國內 129 0.89%

國外 5 0.02%

2.4	供應夥伴

643

13

723

39
147

25

431

4
740

40 129
5

勞務 ( 承攬與服務 ) 國內

財務 ( 新品與原物料 ) 國內

工程 ( 建築與設備 ) 國內

勞務 ( 承攬與服務 ) 國外

財物 ( 新品與原物料 ) 國外

工程 ( 建築與設備 ) 國外

12 吋廠供應商廠商家數 8吋廠供應商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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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 - 原物料緊急應變措施

本公司訂有生產性原物料短缺緊急應變處理細則，若遇生產性原物料短缺，採購單位即依據生產性原物料短缺緊急應變處理細則啟動跨部門評估會議進行後續因

應處理。

生產性
原物料短缺

Raw materials
shortage

生產企劃調整排程
PMC adjust production

schedule

影響出貨
Affect shipping

結案
Close

結案
Close

採購通報業務 /CS/CE
Pur. inform sales/CS/CE

通報客戶
( 參照 QCG-1094,QCG-1003)

Inform customer
(Ref. QCG-1094,QCG-1003)

BCP
Fab

Y

Y

Y

Y

N

N

N

N

Y

N

自 BCP 廠進料
Supply by BCP

滿足力晶
Fullfill

demand

供應鏈影響
Affect supply

chain

轉他家供應商進料
Supply by 2nd

source

Single
source New source

評估會議
( 討論物料評估流程 )
Evaluation meeting

Y N

影響生產
Affect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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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稽核

根據本公司「原物料零配件 / 供應商管理辦法」，新供應商均需填寫初選

調查表，除品質要求外，在環保、職安衛、消防等主管機關處分紀錄亦會納入

評分。2019 年新供應商經過初選調查表的比例為 100%。

針對現有的合作廠商，則依原物料供應商管理辦法與承攬商管理辦法，根

據往來交易的頻率與金額篩選，原物料廠商每半年評鑑一次、承攬商則每年評鑑

一次，若廠商發生重大社會事件或環安衛違規事件，將終止合作並剔除名單。

2019 年供應商評比 187 家次、承攬商評比 55 家次，評鑑結果合格率為

99.17%。有 2 家廠商因為違反規定列為中止合作 / 剔除名單。

A. 承攬商評鑑篩選方式
1. 年交易額超過 NTD 2,000 萬，且年維

修 / 保養次數超過 36 次以上者全選；

2. 年交易額介於 NTD 1,500 萬到 NTD 
2,000 萬之間，且年維修 / 保養次數
超過 36 次以上者挑兩家；

3. 年交易額介於 NTD 1,000 萬到 NTD 
1,500 萬之間，且年維修 / 保養次數
超過 36 次以上者挑兩家。

B. 供應商評鑑篩選方式

1. 風險變更等級為 A  Grade 的廠商；

2. Wafer 供應商；

3. 半年交易額大於 NTD 500 萬以上。 
 
 
 
 

為確認供應商品質系統之有效性，本公司依據「供應商稽核細則」及「零

配件供應商稽核細則」挑選受稽供應商，屬 Production 晶圓供應商須每年至

少安排一次稽核，其他生產性原物料或關鍵零配件供應商則為每 3 年至少安

排一次稽核，並於每年底提出隔年度供應商稽核計畫。查核內容則參酌 ISO/

IATF 條文要求項與個別物料特有查核項目，包括材料特性、異常事件、前次

改善缺失複檢及水平展開事項，由經過訓練且合格之稽核員執行供應商稽核活

動。整個稽核計畫及個別稽核活動相關文件及記錄，包含稽核報告、缺失改善

及證明文件記錄，均透過本公司 e 化之 eAuditing 系統與供應商進行雙向溝

通，經過稽核小組確認後始可結案。

稽核計劃 稽核問卷 執行 缺失改善 對策確認 結案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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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C 依據 ISO 9001 或 IATF 16949 之要求，對供應商品質系統執行查

驗，目前採用實地稽核與文件審查模式執行品質系統查驗。

2019 年實施品質稽核的供應商家數

稽核模式 Audit Type 供應商

現地稽核 On-site Audit 26

文件審查 Paper Assessment 28

稽核等級說明：

等級	Rank 判定 分數	Score

A ：Satisfactory 滿意 符合 90 分 ( 含 ) 以上

B ：Normal 正常 符合 80 分 ( 含 ) 至 90

C ：Acceptable 可接受 符合 70 分 ( 含 ) 至 80

D ：Conditional Acceptable 有條件接受 輔導改善再確認 60 分 ( 含 ) 至 70

E ：Unacceptable 不接受 不符合 60 以下

執行 2019 供應商實地稽核與文件審查結果，其中 2 家供應商因品質系統

問題較多判定為 D grade，經輔導進行強化改善並再次確認，54 家供應商均

符合 ISO 9001 或 IATF 16949 品質系統要求。

供應商稽核的查檢表所涵蓋的範圍

• 組織處境Context of the Organization
• 領導 Leadership
• 計劃 Planning for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 支援 Support

• 營運 Operations
• 績效評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改善 Improvement

◆衝突礦產

目前與力積電有交易往來的靶材與氣體供應廠商中，皆 100% 承諾不使

用衝突礦產之上游廠商及來源國。

此外，力積電官網於企業社會責任 / 綠色產品 / 環境保護政策亦明白揭

露：「力積電與所有員工將一同落實善盡環境保護的責任，確實遵守政府環保

法令法規，並提昇及導入供應商環保觀念，打造綠色供應鏈，減低污染物質對

環境的傷害。除此以外，我們反對使用在武裝衝突和侵犯人權情況下所開採的

礦物 ( 如：鉭 (Ta)、錫 (Sn)、金 (Au)、鎢 (W) 等衝突礦物 )，特別是來自於剛

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省份等地。因此，我們在此呼籲所有與力積電有商業往來的

供應商夥伴們，一同加入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簡稱 RBA）（前身為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簡稱 EICC））的「不接受使用來自於衝突礦產區的金屬」宣示行動，

以及要求原物料供應商遵守以下規定：

◆ 供應商務必履行社會環境責任。

◆ 確保產品不使用來自剛果地區及其周邊武裝衝突之國家，以及低劣工作環境
中採集之礦產。

◆ 揭露其鉭 (Ta)、錫 (Sn)、金 (Au)、鎢 (W) 等金屬礦產來源，並且完成填寫
調查表。

◆ 傳達力積電不使用衝突礦產的政策給上游供應商及其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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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力挺 - 永續環境
能資源	管理方針

台灣近年常發生缺電或缺水情形，如不積極管理，可能會影響生產，甚至未來將面臨相關法規上的風險。有效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可降低本公司的成本風險與提高產品在永續議題上的
競爭力。

涵蓋議題 能源 (能源消耗減量 )、水、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

規範 ◆ 力積電為專業之晶圓代工公司，設立能源政策、持續提高能源及水資源效率，配合國家能源法令與國際節能減碳趨勢，維持管理系統有效運作，努力減少能
源耗用，降低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 公司環安衛政策訂定有因應氣候變遷與調適及永續資源使用之議題，執行節能減碳、促進資源使用。
◆ 導入 ISO 50001、ISO 14001 及 ISO 14064-1 等國際管理系統，並制定「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管理辦法」及「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及驗證作業細則」進行管理。
◆ 依據用水計劃書及環評承諾，科學園區管理局要求半導體廠製程用水回收率達 85% 以上，並配合能源大用戶節電 1% 要求。

目標 ◆ 符合能源大用戶節電目標管理規劃，延續節能 1% 目標管理，並遵循能源管理法第九條訂定之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 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溫室氣體削減量 1% 以做為公司減碳目標。
◆ 本公司盡力做好節水管理，以最少之水量達到最大效益為目標，在有限的水資源使公司能持續生產，並配合政策設定製程用水回收率應達目標≧ 85%。
◆ 12 吋廠區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執行
◆ 設立能管小組人員定期向各廠廠長報告廠內能資源耗用狀況，每年皆需向能源局進行用耗能申報。
◆ 設有專責廠務人員，針對能源及水資源耗用進行控管，每月需向管理局進行用水申報。
◆ 設有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管理小組，監控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管理

◆ 本公司依 ISO 50001、ISO 14001 及 ISO 14064-1 等內部管理審查程序，以 PDCA 流程進行管理有效性評量。

績效 ◆ 達成 2019 年度力積電節能 1% 之年度目標。
◆ 2019 年減少 19% 紙本文件用紙量。
◆ 2019 年度力積電製程水回收率達 85% 以上。
◆ 2019 年度力積電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相較 2018 年降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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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管理方針

本公司視保護環境、綠色生產、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公司經營管理之一環。我們堅信確認廠區環安衛危害風險是合宜的，符合相關法規，並持續推動改善、污染預防與環境保護的承諾。
確實且盡責之空汚、廢污水排放及廢棄物管理，能避免可能的相關違規處罰，降低本公司的外部風險及環境成本風險，並提高產品在永續議題上的競爭力，維持良好公司形象及客戶
信任，達成永續經營之最終目的。

涵蓋議題 排放 (空污排放管理 )、廢污水、廢棄物、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規範
◆ 導入 ISO 14001 等國際管理系統，並制訂「環安衛及消防法規蒐集與鑑別管理辦法」及「廠區環境污染防制辦法」進行管理。
◆ 使用最佳可行性控制技術，落實源頭減量，並檢討各項資源回收再利用，確保各項作業符合環保標準。
◆ 廠區廢、污水均依循科學園區之排放納管標準處理。

目標 ◆ 營運符合環保法令要求。
◆ VOC 處理設施效能優於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標準。
◆ 參數設定降低化學品使用量，監視製程排放廢水。
◆ 提升水回收處理及使用效率，降低廢水之排放。
◆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達 85%。

執行
◆ 各廠均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廢水處理系統，定期實施保養及相關改善提升效能，並設有專責人員操作及監控各項污染防制設施。
◆ 因應廢水中氨氮削減要求趨勢，選用安全性高、零廢棄物、高建置成本之觸媒法做為削減氨氮之環保設施。
◆ 各廠區皆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廠區廢棄物管理，且由廠務、總務、物管等單位一同協助。
◆ 2019 年度廢棄物清除處理與回收預算約 1.35 億元。
◆ 定期辦理環安衛代表諮詢溝通會議、環安衞相關教育訓練及各部門教育訓練計畫。
◆ 導入 ISO 14001 管理，亦不定時針對製程評估是否增設及改善防制設備，並對具觀感之相關議題實施改善。

管理
◆ 各廠之 VOC 處理設備去除效率皆優於法規規定之 90% 並達 93.5%。
◆ 本公司依 ISO 14001 內部管理審查程序，每季皆針對排放管理進行 PDCA 之有效性評量。
◆ 針對廢棄物清除 / 處理廠商進行評量，每年至少查訪一次，並將相關查訪資料留存於廠內稽核系統中。

績效
◆ 2019 年度力積電無遭受環保主管機關處分之情形。
◆ 各廠之揮發性有機物去除效率皆優於法規規定之 90% 並達 93.5%。
◆ 2019 年度力積電廢棄物再利用率相較 2018 年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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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耗用

本公司各項能資源使用統計如下表，雖總耗用量隨著產量提升而略有上升

(2019 年歲修使用柴油發電機導致柴油用量增加 )，但公司仍持續提升資源使

用效率，力求減低環境衝擊。

廠房 能資源項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2 吋

電力使用量 ( 度 / 年 ) 860,984,603 867,091,072 862,449,877

柴油使用量 (L/ 年 ) 37,400 27,667 200,779

天然氣使用量 (m3/ 年 ) 9,129,190 8,712,301 8,374,129

8 吋

電力使用量 ( 度 / 年 ) 192,339,613 195,401,621 239,923,299

柴油使用量 (L/ 年 ) 25,780 9,632 88,664

天然氣使用量 (m3/ 年 ) 2,134,144 2,331,727 3,825,077

註： 1. 8 吋廠因 8B 廠於 2019 年正式投產，故 2019 年整體能源使用量增加。
2. 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原因為依照溫室氣體盤查結果重新統計。

本公司 12 吋廠自 2015 年起已透過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建置，將

能源管理導入力積電管理系統中，以分析能耗使用效率、尋求能源有效利用，

為綠色工廠奠基，並定期透過第三者公正查驗機構之驗證作業，更新管理系統

驗證，確保其有效性，使能源管理之績效及文化逐漸深根茁壯；未來將依循總

經理頒布之能源政策，循序漸進將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導入 8 吋廠，以

加強設備能源管理並優化能源使用效率，促使企業永續經營。2019 年 12 吋

廠因產量下降，能源強度較 2018 年增加 19%；而 8 吋廠則因 8B 廠的投產，

能源強度較 2018 年增加 15%。

3.1	氣候變遷與碳管理

廠區 年度 能源使用量 (MJ)
(電力+柴油+天然氣)

產量
(cm2/ 年 )

能源強度
(MJ/cm2)

12 吋

2017 3,444,627,795 848,534,215 4.06

2018 3,450,570,639 848,361,400 4.07

2019 3,427,212,257 706,952,500 4.85

8 吋

2017 773,691,987 229,932,300 3.36

2018 791,587,866 273,592,800 2.89

2019 1,010,877,129 303,241,500 3.33

註： 1. 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原因為依照溫室氣體盤查結果重新統計。
2. 1L 的 柴 油 熱 值 為 8,400kcal，1m3 的 天 然 氣 熱 值 為 9,000kcal，1kWh 等 於 3,600KJ，

1kcal 等於 4.184J。

各廠歷年能源強度

0

1

2

3

4

5

6

2017

12吋晶圓廠能源強度(MJ/cm2) 8吋晶圓廠能源強度(MJ/cm2)

3.36
2.89

3.33

4.85

4.074.06

2018 2019

(單位：MJ/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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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

本公司配合經濟部「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實施各項節電方案，如檢視並改善降低生產單位產品用電量、老舊設備規劃汰舊換新及再生

能源開發等措施，並設定以每年節能達 1% 為目標。2019 年各廠節能統計如下表，均已達成年度目標。

廠區 減少能源量 (電力+柴油+天然氣 ) 節能率

P1/2 廠 29,921,479	MJ 1.382	%

節能方案

P2 廠冷卻水塔更新節能扇葉 P1 鍋爐熱水泵修改為變頻控制 P1 廠 DI_RO P-119 高壓泵節能

P1/2 PCDA 效率降低改善 ( 更換高壓轉子 ) P1/2 厰 O 棟精裝區層板燈更換 LED 燈 P1 廠純水 P-115(37KW) 高壓泵節能

P2 廠 DI P-501 泵浦節能 P1 CDA AD#5 乾燥機改加熱式 P2 CDA AD-05 乾燥機改加熱式

P1 廠純水 VP-117(30KW) 真空泵節能
新安裝 SDS:CZM02/CZM08 charge unit/CZM08 supply 
unit 維修區燈管關閉

PY40_01 機台內部照明 T8 燈管改成 LED 燈管

Com. PC30 1F.EEL10 Layer Skip PTL01 vacuum pump 移除採用廠務 vacuum system DTA 機台節能 PUMP 更換

DAM54/57 機台 VAO 系統安裝 IBS07 DI water pump 更換節能型 pump 減少 WAT TSA34 Chiller CDA& 用電量

P1 CDA 空壓機 #2 汰舊更新節能

P3 廠 11,919,747	MJ 1.088	%

節能方案

鍋爐溫度調降 (93℃→ 88℃ ) CDA 負載調整 CDA Dryer-5 乾燥機乾燥粒更新

CDA Dryer-1~3 改為有熱式乾燥機 MCC 控制室及走道傳統照明更換 LED 燈管 大型 Y 鋼 standby 盤面加熱控制改善

TEL Trap Manual Valve 改直通管 25 奈米 1F.CDS10 DEDD 架構變更成 DDD 架構 (Phase II) IASM1 dry pump AA10N 改用節能型 EV-S20N

T5335P 關機節能改善 氨排氣系統節能改善

8A 廠 7,769,376	MJ 1.155%

節能方案
250RT 冷卻水 pump 更換為高效率馬達 ADP3F office T8 改 LED 燈具 RO-102 迴流水關閉，降低 DP-7 頻率

WP NO.C RO 低壓膜改造 設備機台 Dry. Pump 節能改善

8B 廠 2,774,828	MJ -

節能方案

調降空壓機輸出壓力 T8 燈具改 LED 節能燈具 外氣空調箱 MAU 出風溫度調降

Cooling Tower Water Supply pump  
壓力調降 (6.0kg/CM2 -->4.8kg/CM2)

IPA.Cooling Water Supply pump  
壓力調降 (2.5Kg/CM2 -->1.4Kg/CM2)

註：8B 廠 2018 年僅試運作，無設定能源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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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持續改善

力積電持續推進半導體高階製程技術，為客戶生產先進、節能及環保的產

品，為地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例如，力積電 80 奈米晶粒所能容納的電子

元件數量約為 110 奈米的 2 倍；而 80 奈米積體電路產品在使用或待機狀態，

所耗用的電力僅約為 110 奈米產品的 70%。也就是說單位面積的效能提高了

2.8 倍。力積電的目標是繼續努力，持續提升 80 奈米及更先進的製程技術的

研發（如 55 奈米、40 奈米、25 奈米等製程技術），並增加 80 奈米以下更節

能的製程佔力積電晶圓銷售營收的比重，對公司成長及地球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基礎節能方案

註：Gas box exhaust reduction：氣體閥箱排氣減量。

持續
改善

Gas Box Exhaust
reduction

配合工廠作息
調整照明

常開燈管
以LED取代

無人時自動
關閉照明

開發現地型機械
定時開關

無人時
關閉照明100%

無人時維持
30%照度

維持1/4燈管常開

冷卻水塔運轉
最佳節能控制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本公司已設立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管理小組，每年統計溫室氣體排放數

據，並設定每年減碳 1%，經統計 2019 年總排碳量減少 2.4%，達成年度減碳

目標；2019 年產量進行換算比較，FCs 註單位產量排放量減少 8.5%，FCs 單

位產量減量績效註增幅 9.2%，推測碳排放減少量與產量排放量未能等比例下

降，主要與 2019 年第四季產量雖有下修，但生產設施仍需維持基本空調及供

應系統之需求有關，故 2019 年度整體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增加 8.3%。

註： FCs 包括 PFCs、SF6、HFCs。本公司所實施的 FCs 減量措施，包括於機台裝設燃燒式 Local 
Scrubber，將經過製程使用後之 FCs 去除，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直接排放量 ( 範疇 1) (ton CO2e) 89,378 107,183 95,781

間接排放量 ( 範疇 2) (ton CO2e) 569,192 552,566 548,034

總排放量 ( 範疇 1+ 範疇 2)
(ton CO2e)

658,570 659,748 643,815

產量 (cm2) 1,085,007,156 1,122,117,228 1,010,194,000

單位產量排放量
( 二氧化碳當量公斤 / 單位產品
面積 (kg CO2e/cm2)

0.607 0.588 0.637

註： 1. 2019 年 8B 廠正式投入量產入加入計算。
2. 力積電各廠溫室氣體盤查皆依 ISO 14064-1 程序進行盤查，並通過第三者外部查證；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主要參考環保署公佈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其中電力係數以
0.509kgCO2e/kWh 作為範疇二計算。

3. 本表使用的全球暖化潛勢 (GWP) 的出處來源為「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版本。
4. 溫室氣體種類包含一氧化二氮 N2O、甲烷 CH4、二氧化碳 CO2、氫氟化物 HFCs、全氟碳化

物 PFCs、六氟化硫 SF6、三氟化氮 NF3 等。
5. 彙整溫室氣體量的方法：營運控制權法。
6.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 / 或計算工具：來自能源消耗量皆來自收費收據之測量值，

檢核表並無任何估算值。引用之係數來源主要為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最新版所建
議之係數，參考其中針對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數據，而對於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評估，則
採用儀器度量衡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評估之依據。

7. 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原因為依照溫室氣體盤查結果重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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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CO2 CH4

直接排放源 ( 範疇 1)

間接排放源 (範疇 2)

外購電力台電 CO2, CH4, N2O

VOC
焚化爐

餐廳廚房

鍋爐

堆高機
公務車

HFC CO2,CH4

製成排放冷媒 VOC
燃燒排放

電盤滅火設施 化糞池

警急
發電機

Local
Scrubber

力積電工廠邊界

HFC, PFCs, NF3, SF6,
CH4, N2O, CO2

CO2, CH4, N2O

力積電溫室氣體盤查範疇
◆溫室氣體排放

0.0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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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017 2018 2019

單位產量間接排放量kg CO2e/cm2單位產量直接排放量kg CO2e/cm2

單位產量排放量kg CO2e/cm2

單位產量FCs減量績效kg CO2e/cm2

單位產量FCs排放量kg CO2e/cm2

0.096 0.095

0.493
0.543

0.588
0.637

0.083

0.528

0.611

0.050 0.059 0.054

0.215 0.211 0.230

(單位：公斤CO2e/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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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本公司各廠區用水均為自來水，主要水源來自新竹寶山第一、二水庫及苗栗永和山水庫，除用於清洗製程所需用水之外，尚有維持無塵室運作之空調用水、處理

製程廢氣所需之洗滌水，其餘則為廠內之民生用水；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可能影響到廠區正常供水之問題，公司持續透過技術改善與設備投資，提升水回收率及製程用

水效率，成為園區第一家承諾製程用水回收率達 85% 以上的半導體廠，各廠區製程水回收率皆達 85% 以上 ( 每滴水使用平均約可達 3 次以上 )，另樽節用水使 12 吋

廠水量均控制在用水許可核備量的 95% 以下；自建廠以來皆秉持優良之節水傳統，透過持續技術改善與設備投資，使節水工作成為我們的使命。8A 廠近三年來每單

位晶片使用之超純水量從 0.008 縮減至 0.0071(m3/cm2wafer)。

3.2	水風險管理

0

1,000,000

2017 2018 2019

2,000,000

3,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年度製程回收量(度) 自來水用水量(度) 平均年製程回收量(科管局標準>85%)

85%

86%

87%

88%

89%

90%
5,307,865 5,271,293 5,104,187

2,696,015 2,689,684 2,608,620

87.00%
86.40%

87.40%

P1/2 歷年執行之製程回收計畫平均年回收率

85%

86%

87%

88%

89%

90%

2017 2018 2019
年度製程回收量(度) 年度用水量(度) 平均年製程回收量(科管局標準>85%)

2,162,367 2,160,003 2,246,929

87.7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1,257,238 1,333,003 1,383,128

86.00%

85.30%

P3 歷年執行之製程回收計畫平均年回收率

註：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為計算方式有異動。 註： 1. 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為計算方式有異動。
2. 因製程變更導致 2019 年年回收率較 2018 年略有下降，將改善回收系統效率以提升製程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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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歷年執行之製程回收計畫平均年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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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7 與 2018 年資訊重編為計算方式有異動。 註：8B 廠於 2019 正式量產，故僅揭露 2019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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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竹科管理局發佈限水政策時，亦將依管理局發佈之限水量進行階段性限

水；廠區內依計畫，共分 10%、20%、50%、100% 四階段執行，初期當以

公共及民生用水為限水目標，再逐步擴充到製程相關用水，最後將以維持無塵

室運轉為優先考量。限水期間不足之水量，公司已簽訂配合之水車至公告之取

水點進行載運，以延長廠內儲水槽之供水。

◆廢水處理

本公司製程廢水皆經過廠內廢水處理廠進行前處理後，再排入園區污水處

理廠進行後續處理及排放；而為掌握不同成分的處理成效，依製程端排液種類、

濃度、導電度等不同特性，分流為可回收及不可回收等共計 20 種不同水系處

理，除可增加水的回收率之外，部分廢酸液 ( 磷酸 / 硫酸銅 / 硫酸 / 氫氟酸 )、

有機廢液 ( 異丙醇 / 光阻液 ) 等因仍具回收經濟價值，單獨分流不但可以降低

廢水廠之加藥量，也可減少後端廢棄物處理難度與環境負荷。

製程回收水經由適當的回收水系統處理後回到純水系統重複使用增加回收

率，針對高濃度無法回收廢水排至廢水處理系統 ( 包含：酸鹼 / 氟酸 / 研磨 /

氨氮廢水處理系統 )，處理完成後再納管進入園區污水廠進行後續處理以及排

放，力積電歷年廢水皆未發生對外嚴重洩漏，且無重大罰款。

設備機台
專管分流

廢水處理

廢液回收再利用 水回收系統

各廠區之廢水處理廠周界設置有防溢堤及防洪泵浦，各建築物的底層有設

置防洪泵浦，若不慎發生異常洩漏或暴雨淹水，將經由防洪泵浦將水打至廢水

處理廠處理後再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相關作業依廠內雨水排作業規範執行。

此外化學槽車專用充填區均設置防溢溝，若不慎於化學品充填時發生洩漏

意外，亦可將化學品有效圍堵並收集以利後續進行妥善處理，避免造成環境危

害。

有鑑於 2018 年平鎮友廠火災消防水導致附近河川水質污染事件，本公司

亦在高風險區域雨水溝內，設置異常事件排水抽取泵浦，可將此類異常污水回

抽至廢水處理廠處理，避免發生類似火災消防水排入雨水下水道造成污染事件。

廢水回收及排放分類規劃

廢水處理流程<示意圖>

第一反應槽

第二反應槽

第三反應槽

氟系原水槽

膠凝槽

第二中和槽

放流槽

沉降槽

汙泥濃縮槽

脫水機

CMP原水槽

第一反應槽

第二反應槽

CMP慢混槽

沉降槽

汙泥濃混槽

脫水機

pH調整槽 -2

氣液分離

原水槽

氣液分離塔

pH調整 -1

RO原水槽

RO

處理水槽 -1

處理水槽 -2

汙泥清運 汙泥清運 放流井

氟系原水槽酸鹼原水槽

活性碳塔第一中和槽

雨污水系統示意圖

工程改善示意圖

車道

水流方向

水流方向 雨水溝

陰井

M LS HH
H
L

廠外雨水溝

W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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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 項目 單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2 吋
(P1/2)

總取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2,847.779 2,823.707 2,759.324

廢水總排放量 百萬公升 / 年 1,895.595 1,899.268 1,793.100

耗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952.184 924.439 966.224

NH3-N 氨氮 (<50) mg/L 22.7 20.6 20.9 

COD 化學需氧量 (<500) mg/L 89.1 114.6 83.2 

SS 懸浮固體物 (<300) mg/L 33.9 18.7 26.8 

12 吋
(P3)

總取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1,387.543 1,453.443 1,494.078

廢水總排放量 百萬公升 / 年 890.930 925.903 962.678 

耗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496.613 527.540 531.400

NH3-N 氨氮 (<50) mg/L 11.0 10.1 6.3

COD 化學需氧量 (<500) mg/L 48.0 45.2 54.7

SS 懸浮固體物 (<300) mg/L 20.2 21.9 27.7

廠區 項目 單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8吋
(8A)

總取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1,264.254 1,295.318 1,266.945

廢水總排放量 百萬公升 / 年 748.960 792.113 813.411

耗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515.294 503.205 453.534

NH3-N 氨氮 (<50) mg/L 11.9 14.4 12.4

COD 化學需氧量 (<500) mg/L 93.1 90 88.5

SS 懸浮固體物 (<300) mg/L 26.4 15.4 18.5

8 吋
(8B)

總取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NA NA 333.535

廢水總排放量 百萬公升 / 年 NA NA 233.603

耗水量 百萬公升 / 年 NA NA 99.932

NH3-N 氨氮 (<30) mg/L NA NA 12.2

COD 化學需氧量 (<500) mg/L NA NA 42.3 

SS 懸浮固體物 (<300) mg/L NA NA 36.2 

註： 1. 總取水量 = 自來水量 + 冷凝水量 + 雨水量。
2. 廢水排放量為廠內放流水經由流量計實際量測之水量。
3. 各項污染指標之測值為園區管理局每月 2 次檢測值之年平均值。
4.8B 廠於 2019 正式量產，故僅揭露 2019 年資料。

自 2015 年起新竹科學園區納管標準新增氨氮指標，氨氮削減為各公司刻不
容緩之議題，本公司考量 12 吋廠區廢水量較具規模，立即規劃並設置全台第一
套採用無二次廢棄物的觸媒法作為削減氨氮之環保設施，處理後的水質即符合管
理局納管標準，除可降低水體氨氮負荷外，更達到不產出廢水處理衍生污泥，減
少對環境二次傷害之成效；對民生污水方面亦設置一套 MBR 生物系統進行處理，
使廠內產出之廢污水能全面進行處理，並配合科學園區管理局宣導推廣計畫，多
次於管理局舉辦的處理技術分享會中，將此觀念及成果與同業、民眾與團體進行
分享說明，並榮獲當年度新竹科學園區氨氮廢水削減績優企業特優獎。

2019 年力積電 P1/2 廠參加園區節水績優廠商評選，並榮獲節水績優廠商獎，
並舉辦年度節水績優廠商現場觀摩活動，與同業分享廠內節水經驗。同年 12 月
與新加坡 National Water Agency 進行回收水經驗交流會，分享本公司回收水分
流 / 處理 / 再利用經驗。 P1/2 及 P3 廠氨氮廢水削減特優獎 2019 年 P1/2 節水績優廠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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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排放

為了維護環境品質，本公司嚴格控管污染物之排放，歷年排放均符合法規

標準；其中製程產生之酸性及鹼性廢氣經濕式洗滌塔處理後排放；有機廢氣經

沸石濃縮轉輪吸附濃縮後，再以熱空氣脫附至燃燒器加以焚化處理後排放。

2019 年各廠之揮發性有機物去除效率皆優於「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

排放標準」排放削減率 90％之規範，皆達 93.5% 以上！

VOC( 揮發性有機物 )削減率

2019 年 8A 8AD 8B P1/2 P3

去除效率 (%) 93.68% 96.29% 99.18% 96.93% 96.17%

標準值 90%

本公司各廠區皆位於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管轄範圍內，所有營運活動皆需向竹科管理局進行報備與控管，相關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監測皆受該局完善監督

下運行，未對社區造成直接性的衝擊。廠內之執行運作向來著重環保、安全與衛生項目，為保持一定之環保安全衛生水準，持續加強與竹科管理局進行互動與交流，如：

環保安全衛生研討會參與、承辦園區工安環保月活動等，持續檢視廠內推行的環安衛宣導活動，建立廠區完善的環保安全衛生系統，進而提供員工更安全衛生與舒適

的工作環境，2019 年度力積電無受環保主管機關處分之情形。本公司亦代表參與科學園區環境監督小組之運作，定期與周遭居民代表溝通，瞭解周遭社區居民對園區

廠商之環保及安全衛生期望，持續強化廠商環境安全衛生之管理機制。

3.3	綠色生產

註：X 軸為廠區、Y 軸為 VOC 削減率、藍線為目標值 (90%)。

VOC削減率

8A 8AD 8B P1/2 P3

90%

95%

85%

100%

93.68%

96.29%

99.18%
96.93%

96.17%

力積電面對產能的提升及新型製程的不斷演進，雖然總排放量會隨之增

加，但公司採用源頭分類及最先進、最適合的污染削減技術，故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處理能力及監測設備，均符合相關法規；且透過不斷持續鑽研最佳可行技

術，提升既有防制設施的處理效果，依據歷年實際檢測結果，空氣污染物排放

濃度均低於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排放標準。

本公司為有效管理空氣污染排放而導入 ISO 14001 管理系統，並以持續

降低污染物排放、精進最佳可行技術為目標；除針對可能的污染物種進行廠內

空污防制設備強化措施，另對於園區具觀感之相關空污議題與區內各公司共同

努力，不定時針對製程評估是否增設及改善防制設備，並對具觀感之相關議題

實施改善！如：異味及白煙之改善 ... 等。相關之改善亦持續依時程規畫進行：

如 L/S 操作最佳化、L/S 處理效能驗證、M/S 及 C/S 處理效能驗證、C/S 效率

提升、防制設備增設或汰換及白煙改善之工程等。

SOx排放量 NOx排放量 VOC排放量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9

1.59

25.36

31.64

2019 年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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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改善方向成效如下：

NO.1

改善方案 酸排白煙及異味改善專案

改善效益 中繼洗滌塔 (M/S) 增設水力薄膜

成果說明

提高設備處理效率，降低排放濃度。依實測結果驗證 TSP 處
理效率提升 65.2%。

NO.2

改善方案
更換酸性排氣洗滌塔填充層，以提升酸性洗滌塔填充層之比
表面積，增加有效去除面積降低排放濃度。

改善效益
拉西環型式由原梅花型更換為高效型，提升比表面積至
242m2/m3。

成果說明

2019 年 P1/2 更換兩台酸性排氣洗滌塔，分別於 4/2、6/27
完成更換。

抽檢結果 HF HCI HNO3 H2SO4

更換前 去除效率 % 71% 68% 69% 69%

更換後 去除效率 % 87% 94% 92% 93%

成效檢驗

更換後更換前

NO.3

改善方案 提升酸性洗滌塔灑水量，改善出口白煙問題。

改善效益
1. 修改洗滌塔前灑水管路，增加循環水泵浦及灑水頭，提升

水洗效率。
2. 更換前除霧層型式，降低水氣排放。

成果說明

2019 年度編列酸性洗滌塔 A506 修改 1 台，於 10/30 修改
完成。

NO.4

改善方案 進行沸石轉輪塊汰舊換新。

改善效益 提升沸石轉輪運轉效率，提高 VOC 去除率及減少排放量。

成果說明

A511 於 3/29 完成更換，A513 於 4/12 前完成更換， A312
於 9/12 更換完成，且更換前後的實際去除率及排放量有明顯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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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改善方案 酸排氣煙道 NMHC (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 改善

改善效益 降低廠區周遭環境濃度，有效減少敏感性族群不適感

成果說明

第一階段：9.991 → 5.740 ppm │改善率 43%
第二階段：5.740 → 2.507 ppm │改善率 56%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酸排氣煙道NMHC平均排放濃度(ppm)

2018/10/26

目標：＜１

第一階段改善：
Ｔ/F+FUR 57台L/S

第一階段改善：
1.FUR 12台L/S
2.WEDM7改管

改善率
43%

改善率
56%

9,991

2018/12/6 2018/1/22

5,740

2,507

酸排氣煙道NMHC排放濃度(ppm)

0
SCX1 SCX4 SCX5 SCX6 SCX7 SCX8 SCX9 CVD1 CVD2

5

10

15

20

25
2018/10/26 2018/12/6 2019/1/22

目標：＜１

◆廢棄物處理

本公司各廠區皆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廠區廢棄物管理，且廠務、總務、物管

等相關單位亦協助相關活動進行，年度廢棄物清除預算約 1.35 億元，力積電

針對廢棄物管理導入生命週期循環的管制理念，持之以恆的推動下列目標：(1)

源頭減量 (2) 提升廢棄物再利用之價值 (3) 廢棄物妥善處理及流向追蹤。

藉由製程技術改善、原物料減量及廢溶劑清查等源頭管理措施，並搭配監

控驗證汰換機台及管路閥件以減少廢棄物產出，達到整體廢棄物減量。2019

年整體廢棄物產出量因總產量降低所致，較 2018 年微幅增加。

● 2019 年總產生量約 14,994 公噸，採再利用處理約占 88%，採焚化處理約
占 9.41%，採掩埋約占 1.53 %。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4,888.03 公噸 ( 約占總
量 33%)，有害採再利用處理約占 83%，有害採焚化處理約占 15%，境外
處理約占 0.0106%。

● 2019 年 8 吋廠廢棄物產出約 3,793 噸，較 2018 年 (2,962 噸 ) 增加，主要
新增 8B 廠區相關。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廢棄物總量 (ton) 15,010.14 14,800.34 14,994.18

單位廢棄物產出 (kg/cm2) 0.0139 0.0132 0.01484

註：2018 年廢棄物總量資訊重編為加入 8B 廢棄物產出量統計。

廢棄物再利用佔比(%) 廢棄物焚化佔比(%) 廢棄物掩埋佔比(%) 廢棄物其他處理佔比(%)

0%

2017年

81.95%

81.95%

2.94%

0.05% 0.05% 0.33%
2.26% 1.53%
10.73% 9.41%

86.96% 88.74%

2018年 2019年

20%

40%

60%

80%

100%

歷年各類廢棄物處理方式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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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處理方式 2017 年
數量 ( 噸 )

2018 年
數量 ( 噸 )

2019 年
數量 ( 噸 )

一般事業
廢棄物

一般 -再利用 ( 噸 ) 8,758 9,199 9,218

一般 -焚化 ( 噸 ) 1,623 863 686

一般 -掩埋 ( 噸 ) 441 306 154

一般 -其它 ( 噸 ) 8 8 48

有害事業
廢棄物

有害 -再利用 ( 噸 ) 3,543 3,671 4,087

有害 -焚化 ( 噸 ) 638 725 725

有害 -掩埋 ( 噸 ) 0 29 74

有害 -其它 ( 噸 ) 0 0 2

產量 wafer(cm2) 1,078,466,515 1,121,954,200 1,010,194,000

註：	1.	再利用 :	採用環保署再利用流向或委託及共同處理流向中採再利用方式。
2.	焚　化 :	採焚化 (Z05) 所處理的廢棄物，不包含低熱值有機廢液。
3.	掩　埋 :	採掩埋 (X01)	所處理的廢棄物。
4.	其　它 :	非上述處理方式所處理的廢棄物 ( 固化處理 . 境外處理 . 或廢棄物經中間處理未有

能將廢棄物型態改變 )。

DIW rinse

IPA 濃縮再利用：

為減少廢溶劑管末之處理成本及減少原物料使用量，本公司於 8A廠設置

廢異丙醇（IPA）線上回收設備一套與廢液分類收集設備各一套，將較高濃度

之廢 IPA 經由選別分類後至線上回收系統再純化，重新回到製程 IPA 供應系統

再使用。2019 年節省 IPA 原料使用量 321,016L 相對的也減少原物料使用及

廢溶劑處理量。

◆提升廢棄物再利用之價值

本公司所產生的廢棄物主要以廢溶劑、廢酸及污泥等類型為主，藉由加強

前端分類、持續提升廢棄物價值，並與廠商合作進行回收再利用可行性評估，

以確保後端產品去處無虞等種種努力，2019 年公司以提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率 1%作為執行目標，2019 年實際再利用率已提昇至 88%( 較 2018 年 87%

增加 1%)，符合公司短期目標之設定，2018 年各廠分別依製程生產特性，評

估適當之回收再利用方式如下表，自 2019 年公司整併作業後，8吋廠部分廢

棄物亦將逐漸導入回收方式處理，預計屆時本公司整體回收再利用率將持續提

升。

廢棄物種類 回收率 廠區別 再利用方式

廢空桶容器 100%
P1/2、P3、8A、8B、
8AD

廠商經清洗 / 破碎後再製成塑膠、玻璃
原料

廢硫酸 100% P1/2、P3 廠內回收供給空調及水處理加酸使用

廢硫酸銅 100% P1/2 廠商提煉成硫酸銅粉末或酸液中銅回收

活性碳 100% P1/2、P3、8A、8AD 廠商脫附再生後供次級使用

無機污泥 100% P1/2
廠商回收再製成石人工粒料、水泥替代
原料、人工螢石

廢磷酸回收 100% P1/2、P3
廠商回收製成磷酸鉀、水玻璃、水玻璃
半成品。

廢四甲基銨硫酸
鹽回收 100% P1/2、P3

廠商回收再製成氫氧化四甲基銨
(TMAH) 供面板廠使用。

廢有機溶劑 100%
P1/2、P3、8A、8B、
8AD

廠商純化再製成光電級清洗液 (EBR)/ 油
漆原料

廢硫酸銨 100% 8A、8B、8AD 廠商純化再製成固態硫酸銨

◆源頭減量

落實有效分類並節省水資源：

對於無法於廠內再次使用之廢溶劑

落實機台分流設計，於排放管路裝上選

別閥進行切換排放管路，有效減少廢溶

劑之排放量且將其餘廢水排入廢水場或

回收系統，進行水回收使用。

正確之選別回收設定，將機台之

DI	rinse	time 回收至廢水回收處理系

統，相對的也減少廢溶劑處理及增加水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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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資源再利用實際成功案例說明如下：

廠外再利用 - 光阻稀釋劑：

由於光阻稀釋劑 (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PGMEA、丙二醇甲醚 PGME) 含高

價值有機溶劑成份，因此於前端採專管收集以減少其他雜質，除可增加廠商

回收意願亦可提昇有機廢液再利用機會，2019 年光阻稀釋劑回收率均可達

100%。

◆廢棄物妥善處理及流向追蹤

力積電重視環境保護，產出之廢棄物，按類別及處置方法確實劃分，並委

由合格廢棄物廠商清理及再利用；嚴格要求廢棄物清理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與

國際法規之規定，其中產出之極少量鎳鎘電池 ( 佔整體廢棄物量之 0.0106%)，

亦遵循巴塞爾公約，經由海運運往先進國家進行回收處理。

力積電廢棄物進口跟輸出

已運輸之有害廢棄物 0

已進口之有害廢棄物 0

已出口之有害廢棄物註 1 1.59(ton)

已處理之有害廢棄物 0

運往國外有害廢棄物的百分比註 2 0.0106%

註： 1. 巴塞爾公約 -A1170 混雜廢電池，國內無含鎘電池處理廠，故運至國外拆解處理。
2. 出口國外重量 ( 噸 )/ 全部廢棄物 1.59/ 14,994.1831= 0.000105707。

除定期廢棄物廠商稽核並於 2019 年底執行廢棄物廠商年度評鑑，其評分

區分五項作業管理面向 (1) 力積電廠內廢棄物清除作業查核 (2) 清除 / 處理作

業查核追蹤 (3) 主管機關稽核情形 (4) 管理制度運作狀況 (5) 廠商加扣分，經

評分分析結果 2019 年優良廠商佔 72%(85 分以上 )，合格廠商佔 28%(70~85

分 )，無待加強及不合格之廠商 ( 小於 70 分 )；年度評鑑結果將提供採購列為

次年度請購分配之參考依據。

本公司持續秉持地球共有之精神，以減量、回收、再利用作為廢棄物管理

核心理念，隨時注意現場產出廢棄物及評估廢棄物清理市場之妥善性。廠區安

全衛生環保委員會針對每季廢棄物產出合理性 ( 原物料量與廢棄物比對 ) 進行

比較，並依 ISO 14001 內部管理審查程序，每季皆針對排放管理進行 PDCA

之有效性評量。

為使相關稽核確實有效，每年度皆擬定完整廢棄物廠商稽核計畫，配合公

協會及自廠查核行程，定期向事業廢棄物清除 / 處理業者進行拜訪，以法令符

合度及妥善處理之合法性，作為首要之稽核之目標。統整 2019 年力積電共執

行稽核廢棄物廠商 37 家次 ( 包含公協會 )，共發現 45 件缺失需要改善，均透

過公司 E-Auditing 電子稽核系統開立稽核報告並追蹤改善並要求廠商加強相

關環安衛 / 消防等事項之落實管理，避免合作廠商有違法之虞。

永續發展

A P

C D

永續經營

污染預防

持續改善

自發管理

循序漸進

量力而為 自發管理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及「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規定  業主須善盡管理責任  !2019 年度將依法令要求及本公司規範進行廢棄物清理 /
再利用廠商至少稽核乙次 ( 含公 / 協會排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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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促使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的整體過程與流向確實做好紀錄，以備任何時刻被有效檢驗，確保不發生刻意違法或污染環境之情事，力積電簽屬台灣半導體

協會發起之「高科技產業廢棄物清理及自律公約」，於 2019 年度配合協會執行『廢棄物代處理廠商輔導評鑑推動計畫』，委由第三方 ( 工研院 ) 進行廢棄物廠商產源

端稽核作業，確認管理運作面符合自律公約之要求。本公司一向恪遵環保法令，以降低污染排放為各廠區環保工作之首要目標，近幾年皆未曾因環境污染事件遭受相

關單位之處分而有所損失，且本公司自成立迄今亦未發生任何污染糾紛事件。

◆綠色產品

實現綠色企業是力積電的目標之一，本公司遵循有害物質管理政策，從符合法規階段及降低風險，更期望能精進有害物質流程管理 (HSPM)，以滿足利害相關係者

的需要和期望，故推動 IECQ QC 080000 驗證，在現有 ISO9001 的基礎上建構 QC080000 的技術性管理過程來管控有害物質，以符合法規及客戶的要求，展現公司

對有害物質系統化管理之重視與承諾。於 2020 年第二季完成全公司五座廠之 IECQ QC080000 驗證通過。

【力積電承諾生產過程符合國際環保法規，滿足客戶對產品環保規格之要求，善盡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自 2003 年起，力積電積極推動綠色設計、綠色採購、

綠色製造以及綠色包裝，同年至今受到全數客戶之認同並獲得 SONY 肯定驗證成為 Green Partner，2020 年 3 月已完成更新驗證。

8A 8AD 8B P1/2 P3 SONY 綠色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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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的管理評鑑

本公司推動供應商有關有害物質管理之機制是以提供不使用有害物質之承諾書及檢測報告為主，期待針對使用中的有害物質的鑑別及使用，所有供應商 100% 簽

署不使用有害物質承諾書並提供檢測報告做為綠色物料的證明。

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共計 266 份皆已完成評估與審核，達成有害物質管理目標「生產性原物料 GP (Green Product 綠色產品 ) 檢測報告 / 承諾書提供之年度達交

率 100%」之要求。

ltem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2020/
Jan

2020/
Feb

2020/
Mar Total

應完成件數 27 21 15 4 24 12 10 18 5 23 28 33 21 11 14 266

符合件數 27 21 15 4 24 12 10 18 5 23 28 33 21 11 14 266

月完成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因應 QC080000 系統對物料進料管控，於 e-Supplier 建構原物料 ICP 檢測報告 / 聲明書資料庫，IQC 於物料進料檢驗時，確認原物料符合有害物質管理 (HSF) 要

求並管控及廠商檢測報告及聲明書均於有效期內，強化進料檢驗自動化確認功能。

◆其改善效果為：

1. 自動化管理原物料 HSF IQC 符合性

2. 有效管控檢測報告及聲明書，減少有害物質誤用風險 

另外執行國際法規 (Reach) 要求 PFOA 削減計畫 (2020/7 禁用 )，所有廠區皆已完成替代料評估，並導入完成。

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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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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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力積電 - 幸福企業
友善職場	管理方針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良好的勞資互動可以提升企業文化及組織氛圍，並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共同為公司穩健成長而努力。
透過建構員工職能體系展開訓練規劃，使員工獲得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以及優質進取的工作態度，進而提升同仁績效水準與公司營運效能。

涵蓋議題 勞雇關係、勞資關係、訓練與教育、員工職能管理

規範
◆ 訂定「工作守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提供完善的溝通管道。
◆ 依勞動部「勞資會議實施辦法」，進行各廠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並定期舉行會議，會議中員工可直接反應意見。
◆ 依「教育訓練辦法」、「員工教育訓練程序」規劃年度訓練計畫。

目標

◆ 訓練計畫達成率 80%。
◆ 「夥伴的話」員工溝通平台回覆率 90%。

執行
◆ 提供多元的溝通平台：
 1) 夥伴的話、2) 員工關懷網、3) 885 電子信箱、4) 員工協談。
◆ 於各廠召開勞資會議以及勞方代表選舉，共 18 場次。
◆ 依勞動部「勞資會議實施辦法」進行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並定期舉行會議。
◆ 依下列管理辦法執行職場不法侵害防治及申訴處理：「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作業管理辦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執

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程序」。
◆ 與單位主管確認單位職能別，依職能別制定同仁應修課程，並配合同仁訓練需求辦理相關課程。

管理 ◆ 「夥伴的話」員工溝通平台回覆率列品質管審會定期審查。
◆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討論工時、休假及福利等相關議題。
◆ 訓練發展部與單位主管確認該單位之職能別，主管依其設定之職能別選定同仁應修專業課程，訓練發展部再配合同仁訓練需求辦理課程。
◆ 品質管審會每半年 review 教育訓練執行狀況。

績效
◆ 2019 年度力積電『夥伴的話』溝通平台回覆率 100%。
◆ 2019 年度力積電總離職率均較 2018 年降低 1.6%。
◆ 2019 年公司所有員工 100% 接受定期績效評核。
◆ 2019 年 1,108 位同仁接受人權保障相關訓練。
◆ 2019 年度力積電留任率較 2018 年提高 1.9%。
◆ 2019 年教育訓練在各單位配合下實際達成率為 ( 含 E-Learning 系統 ) 為 94.6%。
◆ 2019 年主 / 協辦藝文活動共計 18 場。



CH4

75

4.1 人力概況　　4.2 員工福祉　　4.3 職能發展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安全環境	管理方針

我們堅信藉由環安衛管理系統之貫徹實施，持續保持與員工、顧客、承攬商、供應商、外包商、社會大眾等利害相關者之溝通管道，必能達成企業永續經營之最終目的。

涵蓋議題 職業安全 . 衛生 -職災防範、職業病防止

規範

◆ 依 ISO 45001 及 CNS 45001 條文建置力積電職安衛管理系統，促進環境保護及員工身心健康，杜絕可預見的危險與控制損失。

目標
◆ 總合傷害指數低於同業總合傷害指數 1/3 以下之成效。
◆ 工作零病痛、生活有健康。

執行

◆ 由行政副總經理擔任環安衛管理代表，負責審核及推動環安衛管理運作事項。
◆ 訂定健康促進方案，職業病防範管理措施，定期法定作業環境監測、提供個人防護具佩戴使用及作業危害風險評估等管理方案，適時分析損工職災之發生原

因，進行安全宣導和教育訓練。
◆ 設有總機構及廠區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安全衛生環保相關事項，並依法推選勞工代表，讓員工能了解公司安全衛生環保運作模式及提供

正式之溝通管道。
◆ 依據員工健康管理辦法施行傳染病防治宣導、防疫管制、物資備援、追蹤調查、危機應變等措施。
◆ 建立「環安衛管理諮詢與溝通辦法」溝通程序，維持公司內部及外部環安衛管理系統溝通管道，傳達職安衛政策、守規性義務及職安衛管理相關資訊。

管理 ◆ 每半年進行內部環安衛稽核，對整體系統運作執行狀況進行檢查與矯正。
◆ 建立「環安衛管理監督與量測作業辦法」定期實施績效量測及目標方向調整。
◆ 環安衛管理審查會議，共同進行檢討及修正，以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 各級主管承諾提供必要資源並落實日常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持續地檢討與改善，以確保管理系統之適合性、充分性及有效性。

績效
◆ 完成 ISO45001、CNS45001 職安衛管理系統轉版驗證規劃。
◆ 2019 年達成公司總合傷害指數 (0.01) 低於同業總合傷害指數 1/3 以下 (0.09)，零重大環保工安事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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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遵循法令要求致力保護員工人權、個人隱私及禁止不當歧視，在人才延攬上，謹守公平、公正、誠信原則，對員工之招募、甄選、聘僱，皆符合政府法令規定，

不會有種族、膚色、性別、性別傾向、宗教、婚姻狀況、年齡、國籍、身心障礙狀況的差別待遇。此外，公司並致力於性騷擾防治措施，除於員工新進教育訓練宣導外，

並設置處理性騷擾申訴之專線電話，若接獲申訴，調查過程以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為最高原則，藉以提供員工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

本公司警衛人員每年須接受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含人身權利等相關法令規範及勞工就業自由、薪資、休假、工時、禁止歧視與集會自由與相關案例等，以

確保警衛人員亦能遵守相關社會行為規範。

◆員工資訊

2019 年本公司雇用中華民國國籍員工之比例，本國籍為 95.93%、外國籍為 4.07%；協理以上主管 25 人，本國籍比例為 96% ( 本國籍：24 人，外國籍：1 人 )。

2019 年身心障礙者進用人數已超過規定之 1% 人數，廠內營運活動主要仍以本公司員工為主。本報告書所呈現的員工統計數字乃依人力資源系統提供之實際數字。

4.1	人力概況

總人數 6,878       平均年資 9.62年
0人

主管年齡

人數 比例

女

男

1人

536人

144人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681人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100.0%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113人

93人

20人

0.1%

79.2%

20.7%

雇用狀況

47人

員 工

人數 比例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3,432人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100.0%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計 2,652人

2,103人

1.7%

76.3%
男

55人

2,543人

834人

女

502人

22.0% 全職 4,113 2,765 100.0%

男 女 比例

兼職 0 0 0%

註： 1. 主管指課級以上人員。
2. 不含約聘人員 31 人 ( 男：14 人，女：17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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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多元化

良好的勞資互動可以提升企業文化及組織氛圍，並促進勞資關係和諧。我

們除了提供多元的溝通平台之外，並定期舉行勞資會議，透過勞資溝通，討論

工時、休假及福利等相關議題，以保障員工權益。

定期召開勞資會議，2019 年各廠勞資會議開會期程：

廠別／
召開日期 P1/2 廠 P3 廠 8A廠 8B廠 8AD廠

第一季 ＊＊＊ ＊＊＊ 3 月 19 日 3 月 19 日 3 月 19 日

第二季 6 月 26 日 6 月 26 日 6 月 13 日 6 月 13 日 6 月 13 日

第三季 9 月 25 日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6 日

第四季 12 月 13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19 日 12 月 19 日 12 月 19 日

說明： 2019 年 5 月 1 日力積電完成整併，P1/2 廠及 P3 廠於 6 月 26 日召開合併後第一屆第一
次勞資會議。

※ 本年度重要議題概述：

1. 力積電合併，總機構勞方代表重新推選

2. 年度行事曆協商

3. 福利設施及事項討論

4. 勞工動態及生產計畫、業務概況說明

5.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勞工代表推選程序及任期表決

6. 聘僱外籍移工（第二類外國人）相關事項說明

人力資源處設有員工關係部提供員工協助及諮商轉介服務，以適時紓解員

工情緒壓力，提高工作績效。除『夥伴的話』溝通平台外，員工關係部尚設有

『員工關懷網』、職場不法侵害申訴管道，以利各類問題溝通、反應，並提供

員工平等、無歧視的良好工作環境。

本公司成立至今勞資關係和諧，未成立工會，亦未曾發生因勞資糾紛導致

損失之情事，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皆依照勞基法第 16 條之規定辦理。

公司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包括可直接向主管反應管理問題，如果受到不合理

待遇，可透過申訴管道提起糾正及申訴。

2019 年並無使用童工事件及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發生，也未因此事由遭

致主管機關開罰。本公司員工任用及工作者人權保障皆符合法令規範，制定

勞工及人權政策，保護兒童身心發展，不聘用未滿十六歲童工為本公司從業人

員。聘任外籍勞工亦符合輸出國對勞工輸出年齡規定。不安排未滿 18 歲的勞

工 ( 青年勞工 ) 從事可能會危及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包括加班或夜間工

作。工作條件不因種族、宗教信仰、性別、年齡、婚姻狀態及政治立場而有所

差異。不以強暴、脅迫、拘禁、抵債、販賣人口或其他非法方式招攬勞工，亦

禁止強制勞動或相關的強制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體罰、恐嚇或其他的語言暴

力、扣留勞工財務、身分證件或其他不合法的強制勞動。

154

82
24

20
17

14
1 49

2019年『夥伴的話』意見類別統計

問題類別 件數

總務........................... 154

環安衛相關問題........82

人事制度.....................24

廠務..............................20

福委會 .........................17

資訊服務.....................14

生產製造....................... 4

其他..............................49

合計........................... 364
※ 2019年度回覆率：100%
 績效指標列品質管審會定期審查
※ 因勞資溝通管道暢通，達成勞資關係和諧

總務

環安衛相關問題

人事制度

廠務

福委會

資訊服務

生產製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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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流動

本公司 2019 年離職率較 2018 年低 1.6%，顯示公司人員流動率平穩，

營運狀況穩定。

男 411人

女 263人 

2017

離職率

39%

61%

男 333人

女 254人 

2018

43%

57%

男 286人

女 192人 

2019

40%

60%

新進率

男 511人

女 304人 

2017

37%

63%

男 526人

女 272人 

2018

34%

66%

男 355人

女 191人 

2019

35%

65%

30歲以下 223人 98人
� 男 ♁ 女

31-50歲 123人 93人

51歲以上 9人 0人

355人 191人合計

30歲以下
2019 2019

152人 95人
� 男 ♁ 女

31-50歲 125人 97人

51歲以上 9人 0人

286人 192人合計

◆福利與權益

力積電為充分照顧員工，保障其生活條件，我們提供良好的薪資福利，基

層人員起薪不因性別有所差異，並組織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或贊助各項有關

福利計畫之推展，除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亦提供員工免費

與自費團體保險，除了員工本人受惠外，亦嘉惠員工之配偶與子女，使同仁與

家庭皆能受到保障。

◆薪酬制度

本公司薪酬制度秉持公允合理原則，並依績效表現制定具激勵獎金計劃。

不因員工性別有所差異。2019 年公司所有員工 100% 接受定期績效評核。

對於全體正式員工訂有退休辦法，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按月為員工提繳退休

準備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公司退休金皆依法規足額提撥，舊制人

員退休金提撥由退休金監督委員會進行監督管理，新制人員退休金公司依法提

撥 6%。

項目 內容 員工參與退休計畫

勞基法舊制退休金
雇主：依每月薪資 2%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100%

勞退條例新制退休金
雇主：勞工每月薪資 6%
勞工：每月薪資 0~6%

100%

4.2 員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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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

本公司明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辦法，凡公司員工任職滿六個月以上，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2019 年留任率較 2018 年提高 1.9%。

復職率 留任率

2019

2018

2017

應復職人數 7人 36人 43人
� 男 ♁ 女 總計

實際復職人數 3人 24人 27人

未復職人數 4人 12人 16人

62.8%
37.2%

42.9% 66.7% 62.8%復職率

2018實際復職人數 7人 22人 29人
� 男 ♁ 女 總計

留任人數 6人 17人 23人

未留任人數 1人 5人 6人

85.7% 77.3% 79.3%留任率

2017實際復職人數 3人 28人 31人
� 男 ♁ 女 總計

留任人數 1人 23人 24人

未留任人數 2人 5人 7人

33.3% 82.1% 77.4%留任率

2016實際復職人數 6人 31人 37人
� 男 ♁ 女 總計

留任人數 4人 26人 30人

未留任人數 2人 5人 7人

66.7% 83.9% 81.1%留任率

應復職人數 8人 37人 45人
� 男 ♁ 女 總計

實際復職人數 3人 28人 31人

未復職人數 5人 9人 14人

68.9%
31.1%

37.5% 75.7% 68.9%復職率

應復職人數 12人 33人 45人
� 男 ♁ 女 總計

實際復職人數 7人 22人 29人

未復職人數 5人 11人 16人

64.4%
35.6%

79.3%

20.7%

81.1%

18.9%

77.4%

22.6%

58.3% 66.7% 64.4%復職率

◆員工基本生活措施要項如下：

公司設有便利商店、咖啡廳、員工餐廳，提供自助餐、快餐及麵食等各式餐
點，午餐、晚餐及宵夜皆由公司補助，同仁僅需支付少許餐費即能享有豐盛之
餐點。

為使遠道技術員就近解決住的問題，公司備有直接人員宿舍，並提供水電、冷
氣套房之舒適生活環境。

針對居住在鄰近地區如新竹、竹東、竹北、湖口、頭份、苗栗等區域之直接員
工配合上、下班時間提供免費交通車。

休憩住宿

美味舒食

便利好行

計算方式：
應復職人數 = 育嬰留職停薪預計於該年度復職人數
復職率 = 實際復職人數 / 應復職人數
2019 年留任人數 =2018 年實際復職人員且 2019/12/31 仍在職人數
2019 年留任率 =2019 年留任人數 /2018 年實際復職人數
註：符合資格人數： 男 =2017/1/1~2019/12/31 請陪產假人數 

女 =2017/1/1~2019/12/31 請產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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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職場

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有健康快樂的員工，才有高效率的企業，力積

電致力提供給員工一個樂活的職場環境，並秉持福利、樂趣、健康融合之精

神，透過多樣化的福利設施與活動設計，讓同仁於工作及休閒活動中醞釀創意

與活力。福委會的主要服務架構主要為福利補助，社團活動與大型員工活動，

2019 年同仁參與各項活動共計 21,491 人次。

基本福利除了三節 / 生日禮券外，並提供結婚生育、住院補助、子女獎助

金等不同額度的貼心補助津貼。為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成立多元化的社團兼

提供各種多元的課程選擇，鼓勵同仁拓展社交、培養興趣、並強健體魄並拓展

人際關係。為使員工在工作忙碌之餘仍能夠適度抒壓促進身體健康，也時常舉

辦多項全員性的活動如：劇團欣賞、藝文活動、家庭日、聖誕活動，並將關懷

的觸角延伸至員工家庭，凝聚力積電大家族的歸屬感。

◆休閒設施與服務

運動有益身心，力積電重視員工工作與休閒的均衡發展，在公司 P1/2

廠九樓設計多功能體育館包含籃球場、網球場、排球場、撞球桌、乒乓球桌

等設施，另在五樓設置健身房、韻律教室及卡拉 OK、影音室；各廠區 (P3、

8A、8B) 亦備有活力健身器材及韻律教室等設施，提供員工最佳的休閒運動

環境，鼓勵員工培養規律運動習慣，每到午休或下班時刻都可看到眾多同仁

使用設備。

健身房 體育館

◆社團活動與部門競賽活動

力積電積極鼓勵鼓勵員工成立社團，舉辦社團活動，同仁作之餘發展興趣

並拓展人際關係，參與社團的風氣及意願亦逐年成長，目前共成立有包含羽球

社、桌球社、網球社、排球社、撞球社、籃球社、保齡球社、壘球社、韻律社、

影音社、單車社、慢跑社、健心社、農藝社、語文社等 15 個社團，鼓勵同仁

拓展社交、培養興趣、豐富人生。福委會提供社團補助運作經費，且社團代表

公司參與對外比賽獲獎時，還可獲得額外補助。

各社團經常性舉辦多元化的社團活動，為增加同仁對公司的認同感，並進

一步強化互助合作的團隊力量，2019 共有籃球、壘球、撞球、羽球、排球、

網球、桌球及保齡球等社團舉辦力積電盃的專業類球類競賽團體賽，計有 325

隊 3,280 人次參加競賽藉由參與團隊競賽，同仁可互相交流並增進彼此合作精

神，深化團隊合作及自我挑戰精神，活絡部門氣氛，凝聚同仁向心力。除了在

公司平台競技，力積電社團也替公司積極對外爭光，2019 度共計獲得合庫盃

壘球健康組亞軍、合庫盃壘球快樂組亞軍、園區盃壘球冠軍、園區盃網球女子

組季軍、CBC 籃球聯賽休閒組冠軍、園區盃男子籃球賽亞軍、園區盃男子排

球亞軍、園區盃女子排球組第 5 名等獎項。

保齡球比賽

壘球比賽

網球比賽

桌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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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溫馨的員工親子活動
●力積電家庭日

「力積電家庭日」是力積電專屬的家庭、親子活動，2019 年 10 月首次

別開生面的在公司舉辦家庭日活動，共 2,755 位同仁報名活動，員工攜家帶眷

多達萬人踴躍參加，不但促進夫妻、親子互動，亦激發出更廣闊的人際互動，在

現場享受美食饗宴、樂活體驗、機器人展演以及精彩舞台活動，共同感受到家庭

日歡樂的氣氛。同仁與家眷第一次到公司參加活動，心情都雀躍無比，此次家庭

日同時規劃三個廠區的辦公室參訪活動，共計有 616 位同仁帶著家眷一起入廠參

觀，同仁子女第一次踏入爸媽的辦公室，了解爸爸媽媽辛勤工作的環境，對家人

親子關係有更緊密的連結。這次家庭日的意義非比尋常，讓同仁眷屬能在參與力

積電、認識力積電的情況下，衷心支持持續為力積電努力付出的同仁。

●藝文欣賞

力積電每年都會舉辦多元藝文活動，包括親子劇場欣賞及名人專題講座

等，將藝術拉近同仁的生活，培養同仁人文氣息並促進親子互動與學習，優化

同仁工作與休閒生活的平衡。

2019 年共規劃了 4 場戲劇欣賞包括兩齣成人劇 - 全民大劇團瘋狂偶像劇

及春河劇團當我們同在一起，兩齣兒童劇 -- 飛行船穿長靴的貓及糖果森林歷

險記，共計有 3,873 人次參加表演活動的欣賞，在歡樂觀賞的氛圍中，親子

一起充實精神食糧、度過了溫馨且美好的時光。另外，福委會也規劃了 10 場

的電影欣賞，共計 866 位同仁與家人在第一時間就可以觀看強檔院線片電影，

廣受歡迎。

在劇場之外，也在公司舉辦多場藝文講座，2019 年邀請一休、徐海鵬、

苦苓、謝哲青等多位名人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與專業知識，內容涵蓋旅遊健康

勵志與藝術類別，也邀請了匯豐銀行專業講師針對退休理財之規劃進行分析，

擴大同仁對各個領域的了解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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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感恩音樂餐會

每年到了聖誕佳節，也是特別的感恩時刻，2019 年特別在四個廠區辦理

聖誕感恩音樂餐會 & 聖誕感恩卡懸掛活動， 在中午用餐時刻有樂團表演以及

趣味遊戲帶動，帶給大家一起渡過一個輕鬆愉悅的聖誕午餐音樂會，另外也贈

送同仁每人一份 50 元飲料券，並設計聖誕感恩卡活動，讓同仁對家人或同事

朋友說出心中感恩的話語，將卡片懸掛在公司聖誕樹還有 400 位同仁幸運抽

中統一超商紀念小禮。

五一勞動 - 十二選一

端午節慶

中秋禮盒 冬至、元宵吃湯圓

年節禮品

●節慶福祉

適逢一年一度重要節慶，公司特別體恤同仁

辛勞，於過年特贈員工年節禮盒，五一勞動節特

選禮品十二選一致贈員工，端午節慶特選南北口

味肉粽、養身粽及冰心粽與員工共歡節慶的到

來，中秋節則以票選年度作佳禮盒並搭配慈善機

構禮盒產品與員工共度節慶 (2019 年度選購教

養院之手工皂及庇護工廠蔓越莓禮盒 )，元宵及

冬至時皆提供暖心湯圓與員工共渡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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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優秀的人才是公司維持長久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因此我們致力

於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提供完善的教育訓練課程與多元學習管道，培養

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以及有系統的訓練計畫，優質進取的工作態度進而提升

同仁績效水準與公司營運效能，使同仁能與公司一同成長。

中長期經營策略
Long-term Business 

Srtategy

教育訓練體系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個人教育訓練計畫
Individu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願景、經營理念
Vision, Philosophy

人才開發體系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Annu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2

1 3 5

4 6

◆教育訓練架構

教育訓練含括『新人導引訓練』、『職能訓練』、『知識啟發』三大架構，

完整並有系統地規劃員工職涯發展所需訓練課程，建立員工學習地圖，進而延

伸至個人終身學習與自我發展。

4.3	職能發展

◆職涯發展訓練

依個人學經歷背景、工作型態與專業職能為基礎，由主管與同仁共同規

劃與制訂不同的職涯階段的進修課程組合，提供同仁最即時、合適的訓練協

助方案。

類別 課程內容

專業類 提供營運技術與行政管理兩大類的專業課程，以精進力
積電人的專業技能。

管理類 針對不同層級的主管 / 接班人，提供階段性的管理能力
精進，朝優秀經理人邁進。

通識類 提供多元之概念性 ( 例：時間管理、人際互動 ) 課程，
培育具發展潛力之力積電人。

◆多元的學習管道

運用企業內外各項訓練資源，規劃專屬訓練網頁，期使同仁透過各樣態多

元學習管道，即時取得最新資訊快速學習。

新人導引訓練 New employee orientation training
使新進員工快速瞭解公司規章制度、工安環境要求等課程，進而融入企業文化。

職能訓練 Functional training
依各單位組織功能規劃之專業類核心能力訓練，並配合公司經營策略與組織階
層需要之管理類與通識類課程。

知識啟發 Knowledge inspiration
包含在職訓練及自我發展，鼓勵同仁持續研究學習，發展個人潛能、提升多元
專業素養的自我成長藍圖。

公司內訓
Internal Training

派外訓練
External Training

工作現場
實作教學

Practice 
Teaching

數位學習
e-learning

OJT課程
OJT courses

主管
Workshop

讀書會
Reading Club

語文社團
Language Club

力晶 流學苑

教育訓練園地教育訓練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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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積電在聘用新進員工後，隨即進行關於自身權益、環境安全、資訊安全

及勞基法等人權相關的教育訓練，在人才發展與培育過程中，不斷探求組織和

個人需求，不因性別有所差異，隨時檢視、逐步開展各項必備訓練，以提升個

人生涯發展所需之知識及技能。廠內直接員工多為女性同仁，故訓練時數少於

男性同仁，而因公司合併，部分課程有進行調整，故 2019 年平均受訓時數較

少。2019 年年度訓練計畫達成率 ( 含 E-Learning 系統 ) 為 94.6%，實體課程

滿意度調查為 95%。因公司合併，訓練課程變少。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項目 性別 總人數 受訓
總時數

平均
受訓時數 總人數 受訓

總時數
平均

受訓時數

管理職
男性 647 19,805 30.6 681 20,831.2 30.6

女性 112 3,296 29.4 113 2,330 20.6

正職
男性 3,474 180,166 51.9 3,432 166,737.6 48.6

女性 2,702 79,513 29.4 2,652 61,246 23.1

註： 1. 管理職指課級以上人員。
2. 2019 年訓練課程時數統計包含 E-Learning 系統。
3. 計算公式：平均受訓時數 = 受訓總時數 / 總人數。
4. 2018 年資訊重編為統計算式修正。

為了讓員工瞭解身心健康是樂活人生的根本，員工關係部除不定期提供心

理衛生、情緒壓力管理、溝通技巧等相關資訊以加強心理健康宣導外，並建立

員工關懷與問題反應機制，提供員工心理上的支持與協助。

2019 年職場心理健康宣導

宣導內容 次數

員工關懷網宣導資訊 32 件

種子員工訓練－「員工關懷與協助」 1 場

推動「職場暴力與性騷擾防治宣導」課程線上學習、新進員工輔導教學
（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宣導）

13 場

2019 年員工協談及諮商轉介：建立員工關懷與協談機制，在同仁出現心

理、人際溝通或反應管理問題時，可以尋求主管、員工關係部協助或諮商轉介。

力積電員工每人每年可享有五次免費心理諮商，2019 年員工協談共 101 人次。

2019 年本公司並無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發生，並辦理人權保障相

關訓練，共計 1,108 位員工完成訓練。我們將持續關注人權保障議題並推動相

關教育訓練及宣導，以提高人權保障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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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運作與管理

力積電自 1998 年起陸續完成 ISO 14001、ISO45001 及 CNS45001 驗證，且自 2003 年起將管理系統合併為公司內部之環安衛管理系統 (ESH Management 

System)，推行力積電環境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活動，持續提升力積電職業安全衛生與國際安全衛生水平一致化。

力積電的環安衛管理系統運作，依循總經理頒佈之環安衛政策，由環安衛業務推行單位負責規劃並推動各項環安衛運作事項。讓「安全衛生不是一項額外的工作，

而是每個人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由總經理訂定相關環安衛議題之年度方針，並由各部門依其風險與機會評估結果據以研擬具體可行之工作目標。

每季檢討環安衛目標執行達成率，每半年內部環安衛稽核活動，查核整體環安衛管理系統運作執行狀況進行檢查與矯正，透過總經理與管理審查委員們在安全衛

生環保委員會審議，共同進行檢討及修正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環安衛管理系統過程關聯圖

Action

Check
9.3 內部稽核管理

9.4 環安衛管理審查9.1 監督、量測及分析
管理

9.1.2 環安衛目標、績
效指標達成率

9.2 守規性評估

Do 營運生產管理
( 製程研發與代工生產 )

8.1 設備運轉管理 8.1 末端廢棄處理
 (空/水/廢/毒)

8.1 作業風險管制

8.1 健康保護管理

9.1 監督、量測及
分析管理

8.1 變更管理8.1 承攬 / 外包管理8.1 採購管理

8.1 維修保養管理

8.2 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

Plan 7.4 文件化資訊管理

4.2 考量利害相關者內外部
議題及環安衛危害鑑別

5.4 諮詢參與
7.3 溝通

6.1 風險與機會管理

6.2 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評估

7.1 資源
7.2 訓練認知及適任性

5.1 高階主管領導與承諾

5.2 力積電環安衛政策
6.3 環安衛目標、方案計畫

10.2 環安衛管理矯正與預防措施10.2 異常事件調查

EGG-R002
環境安全衛生管

理手冊

A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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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績效列表

項目 績效

環安衛管理重點績效 2019 年度環安衛目標達成率為 99.5%

勞動部推行職業安全衛
生優良人員選拔 2019 年竹科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8A 張志豪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訓練
與活動參與人次 2019 年環安衛活動總參與人數為 6,393 人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認可申請 2019 年總機構 &P1/2 取得勞動部審定認可三年

健康活動 2019 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參與證明

力積電設有總機構及各廠區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安全

衛生環保相關事項，並依法推選勞工代表，讓員工能了解公司安全衛生環保運

作模式及提供正式之溝通管道。

力積電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勞工代表所佔比例

廠區 總機構 P1/2 廠 P3 廠 8A 廠 8B 廠

勞工代
表人數 27 10 8 12 9

委員會
總人數 70 26 21 26 20

比例註 38% 38% 38% 46% 45%

註：上表人數統計截至 2020/03/06，計算公式：勞工代表人數 / 委員會總人數 *100%。

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組織圖

• 風險安環部
• 廠區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

廠區（P1/2、P3、8A(8AD)、8B）

風險管理處

• 總機構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

竹科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

◆取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

績效認可通過名單
通過績效認可名單 (2020 年 6 月 22 日更新 )、目前有效家數：181 家

項
次 事業單位名稱 所在地 認可

年限 通過日期 有效日期 認可文號

1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P3 廠 新竹市力行路 16-1 號 3 年 2017.07.28 2020.07.27 1060204566

2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 總機構 ) 新竹市力行一路 12 號 3 年 2019.01.05 2022.01.04 1080204330

3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力行一路 18 號 3 年 2018.09.09 2021.09.08 1070205848

4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P1/2 廠

新竹市東區科學園區力
行一路 12 號 3 年 2019.12.09 2022.12.08 109020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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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風險與改善措施

力積電各項營運作業、客戶服務及公司產品等活動，均參考重大環境考量

面、職業傷害與健康影響之觀點，廣泛蒐集內 / 外部利害相關者關注議題，事

前鑑別環安衛風險與機會以擬定因應對策，並制定環安衛政策及環安衛目標，

讓同仁依循達成。

有接觸重大環安衛風險衝擊之虞的員工，在擔任職務前即已完成相關作業

學經歷及養成教育培訓，達到危害認知及遠離立即嚴重風險之退避能力。除提

供安全健康無虞的工作環境，力積電依「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作業管理

辦法」定期鑑別內部或外部不法侵害，杜絕職場暴力或霸凌等不當事件發生打

造良善的職場。

力積電依「環安衛風險評估作業辦法」、「環安衛及消防法規蒐集與鑑別

管理辦法」、「異常事件調查作業細則」、「環安衛內部稽核作業管理辦法」、

「環安衛管理諮詢與溝通辦法」及「環安衛管理審查辦法」等程序，來界定出

環安衛風險與機會。

力積電依據廠內環安衛風險評估作業辦法，遵循 ISO 14001:2015 條文內

容，考量生命週期的觀點，先鑑別與我們可控制或影響的活動、產品及服務相

關的環境考量面，再進行環境風險評估。於職業安全衛生部分則導入遵循 ISO 

45001:2018 的條文內容，除一般的安全性、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及人因

工程性危害外組織性的危害，如工作量、工時、暴力、騷擾與霸凌也在我們鑑

別的範疇內。

環安衛風險依評估結果共分為 A~D 級等四個風險等級， 若控制後風險

為 A、B 級 ( 屬重大環境考量面產生之風險與機會及不可接受風險 ) 者，權責

部門應考量消除 / 取代 / 工程控制 / 行程管理或個人防護具等消除危害及降低

職安衛風險之過程，進行改善措施之訂定評估，利用部門環安衛目標 / 方案之

訂定及改善追蹤，於環安衛管理審查會議中檢討及評估改善措施制定與推行進

度。2019 年度共有 3 件不可接受風險之案件，已擬定方案計畫及編列預算進

行改善中。

其他控制後風險落於 C、D 級者，則部門應依自訂之作業程序 ( 包含防護

措施、緊急應變程序、自動檢查並完成相關教育訓練及檔案記錄管理等 ) 持續

進行監督管控，以避免危害等級偏高之狀況發生；其中發生機率 (F) 嚴重程度 (S)

為等級 4 之風險，需列為部門優先監督管控項目。

A、B級 C、D級

• 屬重大環境考量面產生之風
險與機會及不可接受風險。

• 依環安衛目標 / 方案之訂定
及改善追蹤。

• 環安衛管理審查會議中檢討
及評估改善措施制定與推行
進度。

• 依部門自訂之作業程序持續進
行監督管控。

• 作業程序：防護措施、緊急應
變程序、自動檢查並完成相關
教育訓練及檔案記錄管理。

當現場發生新增化學品、工程施作、設計變更 (Layout) 及生產 / 支援設

施新增，且經環安衛變更管理作業細則檢核為高風險環安衛變更專案者，會進

行環安衛風險衝擊之評估程序，並重新辦理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此外我們亦

在進行組織背景審查的流程中，針對內外部議題，如管理系統、守規義務、風

險管理程序、外部溝通、辦公室作業環境與資源、健康管理、營運、作業管制

等，評估其對力積電的風險與機會，並發展因應這些風險與機會的策略與行

動。

發生環境污染、職業災害 / 傷害及健康影響之事故時，依「異常事件調查

作業細則」，由事故調查人員會同利害相關者執行發生原因確認，分析出事故

之基本原因並提出改善措施事項，將可能或已發生不符合情況予以處理及調

查，以減輕所造成環安衛衝擊影響，透過各廠區平行展開調查與矯正預防措

施，提升公司營運安全性及環安衛管理運作績效。

緊急應變與
通報 事故調查 原因分析及

改善措施擬定
平行展開及
矯正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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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管理機制

力積電一向注重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工作，為能貫徹政府法令，保障

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環境衝擊及能源節約，除了設置健全的安全衛生與環保組

織、人員，並建立完善之制度及規定要求。

本公司員工及各承攬公司員工進入力積電工作時亦能確實配合遵守，如：

所訂定之承攬 ( 廠 ) 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章，於本公司業務發包前，由採購部門

將「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章」交由欲承攬本公司業務之廠商，並要求簽署及

用印其內之「遵守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章保證書」、「指定安全衛生人員通

知書」及加入日常協議會所需之相關資料，否則該廠商不得承攬事項業務，最

終目的在使承攬公司之承攬商人員於工作前，能事先瞭解安全衛生與環保之有

關規定。

落實遵守及配合承攬商管理，如：協議會承攬商年度評鑑、作業前業務承

辦單位先行確認承攬商作業人員資格、能力是否符合環安衛相關法令規定、是

否備有日常應變訓練、演練制度，並依承攬作業性質、內容等配合承辦部門的

要求配合進行應變演練之測試，使承攬商人員皆能具有應變、疏散之能力。

定期在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及協議會定期季會中提報運作情形，供各業務

承辦單位瞭解各承攬商作業期間之安全行為狀況。

同時為確保各供應商、外包商及承攬商等，皆已獲知公司作業相關規範及

環安衛法令等執行要求，要求各相關部門需依供應商稽核與外包商稽核作業細

則等發起相關稽核活動，並由風險安環部門依環安衛管理評鑑表之內容及廠商

稽核環安衛事項回覆說明，依回覆缺失改善措施，於下次稽核時予以複查。

統計各年度承攬商
(供應商、廢棄物、零配件、新供應商、CSR) 稽核資訊

類別 2018 年 2019 年

供應商 /新供應商 20 2

廢棄物 26 23

零配件 9 8

CSR( 利害關係人 ) 5 3

並透過公司承攬商管理制度，建立統一的承攬商評鑑方式，風險安環部門

配合採購部門定期依據整年交易次數及交易總額達到管制標準之廠務工程、設

備維修及清洗類等承攬商進行公平、公開與客觀方式之評比，藉此遴選出各工

作領域表現優良之廠商，確保工程品質符合使用單位及環安衛相關要求，並納

入發包續約參考依據。

統計各年度承攬商
(設備維修及清洗類 )評鑑資訊

類別 2018 年 2019 年

Hookup 28 29

維修、保養 7 10

2019 年設備及廠務協議會承攬商評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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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動安全職場

力積電制訂「環境安全管理手冊」對廠區所在地之活動、產品與服務及廠

區各項環安衛運作之內部與外部議題，利害相關者包括全體員工、客戶、承攬

商、供應商、外包商、環安衛主管機關及非政府組織等。 

由總經理領導並承諾推展各項環安衛業務，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可達成預

期績效，各級主管提供充分的資源和支持，也鼓勵部門主動參與提案改善和訓

練討論，以主動、即時為出發點，提高對自身、環境、機台、產品及施工時的

高度警覺，強化對自己、同仁、廠商、來賓等整體環安衛的注重。

依據「環安衛管理審查辦法」、「異常事件調查作業細則」交付管理階層

及利害相關者，每季定期審查環安衛管理系統運作符合度情形，並建立本公司

異常事件調查作業程序 ( 如：職業災害事件 ( 含交通事故 )、異常事故、危害

辨識、安全巡檢、現場稽核等 )，以確認事故發生原因並提出事故防止對策，

矯正及預防事故再次發生。

環安衛推行活動 各廠區異常事件統計分析範例 廠區承攬商管制運作分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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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

力積電為掌握員工工作環境實態及評估危害因子暴露情況，作為工作環境

改善之依據，每半年皆依法令委託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進行各廠區監測，

歷年監測人員及工作場所之化學物質測定結果均低於國內、外職業暴露容許濃

度。另針對作業類型亦定期進行輻射機台檢測及中央呼吸用空氣供應系統監

測，其結果皆符合法令規範要求。

2019 年委外監測項目及結果

監測項目
2019 年上半年

監測合格率
2019 年下半年

監測合格率
備註說明

化學性因子 100% 100%

物理性因子 100% 100% 高噪音區域佩戴耳塞耳罩

呼吸用空氣 100% 100%

輻射機台檢測 100%

為確保員工於作業期間的安全和健康，減少其操作過程中接觸有害因子，

力積電要求員工在進行危害性作業操作時應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具，以避免人

員發生直接暴露危害，並依不同的作業類型給予適用族群、保護區域、基本防

護具建議及相關注意事項，確實列表建立各作業類型之個人防護具使用建議表

讓員工有所遵循。

氣體偵測器之設置廣泛運用於半導體高科技廠房，主要功用在於短時間內

偵測出待測氣體之濃度值，進一步防止化學災害之發生。本公司為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於化學品儲存區、廠務設施供應區及製程設備區均佈置有氣體偵測器

系統，以達到預防化學品災害發生。

個人防護具類型一覽表 設備 Pump/Scrubber GD 佈點示意圖

防護具穿戴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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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預防

本公司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符合特殊作業規範者包括：噪音作業、

游離輻射作業、鉻酸作業、二甲基甲醯胺、砷及其化合物與銦及其化合物之處

置，從事上述作業之同仁每年皆接受特殊健康檢查，並安排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依法定期至現場與主管、同仁、護理師及安衛人員，協同評估特殊作業同仁

健康與現場工作之關聯性，視情況進行預防性工作調整或適任性評估。2019 年

參加特殊健檢人數共 569 人，依結果本公司無職業病案例發生，持續透過健康

檢查追蹤、人員個別健康關懷、環境監測等機制預防職業疾病發生之可能性。

◆環安衛教育訓練

力積電依據「環安衛教育訓練細則」與「員工教育訓練程序」辨理，培養

全體員工對環安衛管理系統相關知識技能，有效提升人員專業度及危機應變處

理之能力，是力積電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與訓練的重點。

力積電環安衛教育訓練共分為三大教育訓練類別：分別為環安衛管理系統

類、法令證照類與作業管制類。2019 年本公司共辨理 41 場次教育訓練，受

訓人數達 3,740 人，且積極推動「廠內 / 外異常事故平行展開」活動，期藉所

有異常事件原因檢討與加強廠內相關管控事項，發掘改善之風險與機會，例如

2019 年 Q4 發起友廠氫氟酸接觸工傷事故平展，完成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設置 / 權責檢討與強化事故狀況緊急處理、人員傷害緊急處理訓練合計 1,651

人，強化管制作業有效性並提昇人員認知與處理能力。統計本公司共 822 人

擔任各類環安衛職務，目前皆具備與規範相符之證照。

於緊急狀況發生時，為能熟練以正確而有效的使用應變器材，避免因搶救

事故時造成緊急應變小組 (Emergency Response Team，ERT) 人員受傷，故

定期針對 ERT 人員進行防護具穿戴及應變器材操作相關教育訓練。訓練內容

包括新進員工之教育訓練與緊急應變小組人員之教育訓練，經搶救組認證及消

防基地等專業訓練完成，將合格 ERT 人員張貼合格標章，藉此標章貼紙的推

廣朝向廠內各部門人員皆認同 ERT 的概念與角色分工。截至 2019 年底本公司

已完成 1,071 名 ERT 初階認證搶救組訓練合格人員。

各部門針對可能影響環安衛績效及守規性義務之人員進行適任性評估，以

規劃所需教育訓練類別，並擬定「部門環安衛教育訓練計劃」，2019 年合計

共完成 125 份教育訓練計畫並列入各部門目標逐季確認達成率達 100%，並

利用電腦化的環安衛教育訓練計畫系統，更新各部門安全衛生訓練成果並提供

查詢，使環安衛訓練的管控、查核更具效能。此外，為確保承攬商專業能力與

應有認知並符合法令規定教育訓練完整性，以保障人員安全，於入廠前進行施

工能力驗證推動成果，各協議會合計完成 438 家，藉由能力認證制度的建置，

以確保作業人員危害辨識能力，降低職災。

組別 標章顏色 訓練名稱 訓練內容

搶救組

ERT
初階認證

防護具穿戴
SCBA
消防衣
A 級衣
C 級衣

明湖消防基地訓練

渦輪瞄子操作訓練
1. 水帶部署運用訓練
2. 空氣呼吸器訓練室
3. 坑道暗室搜索訓練
4. 火場燃燒訓練室

ERT 搶救組人員張貼合格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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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本公司依據法令提供良善且安全的工作環境及機械設備，我們更以「零工

傷」為目標邁進，致力於保障工作人員安全健康為最大努力方向。

以近三年的總合傷害指數統計資料如右表所示，2019 年力積電工作總時

數為 14,411,904 小時，共發生 24 件之損失職災工時事件，主要類型為上下

班的交通意外 ( 共 22 件，合計損工 6,353 小時，包含 1 件人員車禍身故 ) 與

人員跌倒 (2 件，合計損工 21 天 )，其分析發生原因、作業程序檢討及預防措

施皆已平行展開至各廠區，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力積電 2019 年總合傷害

指數值為 0.01 遠低於半導體製造業平均值 0.09，非員工工作者之死亡率、嚴

重職業傷害率及傷害率皆為零。

力積電工安績效

類別 項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總工時

8 吋廠總經歷工時 3,260,232 3,787,380 3,352,224

12 吋廠總經歷工時 9,506,464 10,532,856 11,059,680

總經歷工時 12,766,696 14,320,236 14,411,904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8 吋廠死亡人 ( 次 ) 數 0 0 0

12 吋廠死亡人 ( 次 ) 數 0 0 0

總計死亡人 ( 次 ) 數 0 0 0

職業傷害死亡率 0 0 0

嚴重的職業傷害人數 (排除死亡人數 )

8 吋廠總計嚴重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0 0 0

12 吋廠總計嚴重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0 0 0

總計嚴重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0 0 0

嚴重傷害率 0 0 0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 (含死亡人數、嚴
重職業傷害人數 )

8 吋廠總計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1 3 2

12 吋廠總計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1 0 0

總計職業傷害人 ( 次 ) 數 2 3 2

請說明職業傷害類型 (例如骨折、切傷、
挫傷等 ) 請說明每一件職業傷害類型

1 件有害物接觸灼傷

1 件跌倒挫傷

2 件被夾被捲穿刺傷

1 件跌倒骨折
2 件跌倒受傷

一般傷害率 0.15 0.20 0.13

註： 1. 嚴重的職業傷害指損失工時超過六個月的工作者。
2. 以上的人數不含交通意外。

力積電各總合傷害指數 ( 不含交通意外 )

年度 廠區 失能傷害頻率
(FR)

失能傷害嚴重率
(SR)

總合傷害指數
(FSI)

業界總合
傷害指數

2019
力積電各廠 

( 合併計算 )
0.13 1.0 0.01 0.09

2018
12 吋廠 0 0 0.00

0.08
8 吋廠 0.79 2 0.03

2017
12 吋廠 0.10 0 0.00

0.07
8 吋廠 0.31 0 0.00

註： 1. 2019 年本公司組織合併，故 2019 年數值合併計算。
2. 2017 年與 2018 年資訊重編為因公司營運整併，各廠之總合傷害指數有進行整合。
3. 2019 年業界總合傷害指數參照勞動部 2016 至 2018 年度半導體行業總合傷害指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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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職場

力積電以全面性風險觀創造友善職場環境，將風險管理以七大主題持續運作並隨時評估改善，用系統化全方位健康管理模式及尋求多元化資源照顧員工健康，以

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秉持著 PDCA( 擬定計畫→計畫執行→追蹤管理→持續改善 ) 之執行模式，規劃完整健康檢查及健康促進活動，讓員工透過參與活動養成「健康的

身心」，使所有力積電大家庭工作之夥伴，都能獲得完善健康照護。

近年來公司除積極推廣健康促進活動，對於國健署、新竹市衛生局、勞動部及新竹科學管理局所舉辦之健康促進活動也從不缺席，因而榮獲多項殊榮與肯定。

透過全方位之健康管理程序，讓公司更積極於促進員工健康且持之以恆，健康促進之推廣是沒有終點只有持續不斷精進，我們員工把健康照護化為工作的一部分，

達到「工作與健康雙贏」的目標。

七大特色再提升

友善職場

本質風險管理 個人化教育訓練 化學風險即時管控 個案健康關懷

安全文化提升 作業即時監控 防災系統整合決策

1 2 3 4 5 76

全方位建康管理

A 持續改善

• 統計分析
• 成效評估

C 追蹤管理

• 問卷調查
• 異常通知
• 個案管理

P 健康評估

• 計畫擬定
• 目標設定
• 費用預估

A P

C D

持續改善全面性風險管理 持續性轉變為即時性

D 健康活動

• 新進人員體檢
• 員工年度健檢
• 高階主管健檢

• 特殊健檢
• 承攬商健檢
• 健康促進

◆完善健康照護

本著員工為公司重要資產之理念，力積電以照顧同仁健康為出發點，從規劃完整健康檢查到舉辦一系列量身訂做之健康促進活動，建置完整之職業健康管理組織，

以三段五級的預防醫學概念為管理主軸，配合全方位的資訊化健康管理系統，進而達到職場全人照護的目標。為提昇照護員工福利，並逐年增加健康管理費用，即使

公司遇到經營困境仍排除萬難持續執行，讓所有在力積電大家庭工作之夥伴，都能獲得完善健康照護，強化企業整體的競爭力！

力積電以優於法令規定的標準，提供每年完整的員工健康檢查，並全程追蹤各類健康異常項目，以期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目的。同時亦要求在同一工作

環境之長期駐廠承攬商比照力積電員工，定期完成健康檢查，並列入健康照護之範圍，以營造公司整體健康無傳染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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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措施是經由一系列的健康檢查活動，以掌握勞工健康狀況，並透過健康管理分級及疾病分類之追蹤管理模式，安排高風險族群 ( 包含心血管、母性健康保

護、特殊作業、過負荷等 ) 與醫師諮詢提供完整的健康服務，並視需要協助選配適當工作；並藉由公司網絡全面實施健康宣導、發送衛教單張及張貼海報等方式，計劃

性地推廣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在潛移默化中讓所有員工把自我健康照護成為生活中的一種日常習慣，這就是力積電健康文化養成的重要一環。

初段預防-促進健康
1. 新人體格檢查
2. 年度健康檢查
3. 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4. 廠內運動場及健身房提供使用

初段預防-
特殊保護

1. 預防注射 ( 流感疫苗、
肺炎鏈球菌等 )

2. 傳染病預防 ( 針對目前
流行疾病提供資訊及預
防措施 )

3. 避免職業病危害 - 職醫
作業廠所訪查

末段預防-
限制殘障、復健

1. 針對特殊需求員工提供
配工評估

2. 提供員工諮商 ( 員工壓
力 舒 緩、情 緒 管 理、職
場適應等 )

3. 針對員工需求提供合宜
相關醫療院所

次段預防-早期診斷和適當治療
1. 個案篩選 ( 心血管、代謝症候群、慢性病、加班超時等 )
2. 特殊健康檢查 ( 心電圖、非侵襲性動脈硬化檢測 )
3. 職醫面談服務
4. 力晶診所提供就醫服務

透過三段五級的預防概念以達到職場全人照護理念

員  工

環保通 訊
- 全廠醫療資訊

宣導

檢測活動辦理
( 超音波、動脈硬化檢測、口腔癌、
大腸癌、乳房攝影宣導及子宮頸抹

片 ... 等活動 )

減重活動
戒菸宣導
戒菸門診

健康生活與技能
急救人員訓練
健康講座辦理

舉辦改善危險因子健康促進活動

每季定期追蹤寄發衛教單張力晶診所就診
( 諮詢、職醫
臨場服務 )

轉介廠外醫
療院所就醫

異常項目衛教
單張提供

健康管理

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流程

疾病分類管理複檢追蹤分級管理

否是 是否異常

加
班
超
時

代謝
症候
群

高
血
壓

高
血
糖

高
尿
酸

糖
尿
病

癌
症

心血
管風
險群

特殊
作業
異常

B型
肝炎
帶原
族群

高階健檢 一般健檢 特殊作業健檢 新人體檢 承攬商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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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年度起本公司參酌專家學者的相關

建議，輔助檢討廠內已執行業務進行整合及規劃，

明訂力積電職業病防範管理措施執行項目，藉由職

業病預防 (Prevention)、復工 (Return to Work) 及

補償 (Compensation) 等三個角度（簡稱 PRC）來

達到公司對員工照護的最終目標 --『工作零病痛、

生活有健康』。同時進行潛在危害作業篩選，更新

潛在危害作業列表，納入廠內監控管理。多層次的

預防方式及多元化積極管理，2019 年獲頒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108 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

活動實施計畫」參與推動證書。

◆健康促進活動

依據員工健檢之結果並配合四季之變化，辦理各類超音波檢查、減重、心

血管族群照護、疫苗注射及婦女三點不漏等健康促進活動，照護員工全身健

康，並舉辦各類講座及專人專業之諮商服務，以提升員工生活知能並培養正確

的健康保健心理衛生觀念。

為了提升員工參與各項健康促進活動的意願，結合環安衛績效指標競賽加

入健康加分項目並運用團體共榮的力量，喚起員工對自主健康管理的重視，因

而大幅提升員工參加健康促進活動之參與率，從原本參與率不到 30% 提升到

90% 以上。

2019 年減重成果報告
活動期間：2019/08/19-2019/10/25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參加人數 ( 人 ) 624 520 483 389 277

總減重數 ( 公斤 ) 694.8 866.4 620.1 632.1 758.1

平均減重數 ( 公斤 / 人 ) 1.12 1.6 1.31 2.86 4.03

平均年齡 ( 歲 ) 34.52 35.67 35.41 36.88 36.78
減重分系：個人減重平均減 4.03 公斤 / 人 ( 不含復胖 )，比去年每人多減重 1.17 公斤。

◆成立力晶診所

為了方便員工就診，提供可近性的醫療環境，於廠區內設置力晶診所除了

降低門診費用，減輕員工負擔外，並提供門診服務、健康諮詢、預防接種等健

康管理服務，方便員工健檢異常的後續追蹤照護及緊急醫療救護支援，並結合

健保資源辦理多元化員工健康促進活動，服務對象並擴及同仁眷屬、關係企業

員工及承攬商，另有臨廠服務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提供健康教育、衛生指導

之策劃提升員工之保健福利、落實員工健康管理措施，達到疾病防治目標。

廠內全年 24 小時設有的專任護理師，提供專業之健康保護、舉辦健康促

進活動及緊急救護處理等服務，讓同仁的健康零負擔。

力晶診所服務資訊

力晶診所大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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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健康宣導平台

本公司為了加強員工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特地建置力積電員工專屬的健康管理系統，員工可透過電子化之健康管理系統隨時查閱個人歷年體檢報告，以掌控自己

的健康狀況外，並可同時查詢醫學常識及防疫資訊，報名健康促進活動、各類超音波檢查、疫苗注射，並有健康問題諮詢等功能，提供多元化及全方位之資訊化健康

服務，除此之外，使用公司內部信箱寄發各類健康促進活動及健康知識訊息供同仁參考。在辦理各項健康促進活動後，皆透過健康管理系統做滿意度調查，有問必答

一一回覆，可即時了解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各項活動滿意度皆在 90% 以上。

力晶健康管理系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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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我們的環境更美好，也為了避免小動物們誤食塑膠垃圾而生病死

亡。健心社於 2017 年起推動“333 淨塑活動”，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三

利用午休的 30 分鐘，邀請公司同事一起到公司周圍撿垃圾，2019 年總計有

120 人次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兩年多來從不間斷，透過一次次的淨塑，我

們的歡喜心也一次次的提升。

5.1 環保公益

響應「國際淨灘日」 健心社邀請力積電員工，共同參與此國際淨灘活動，

守護我們的海洋，在淨灘活動中，體認周遭海洋的困境，同時以科學數據來進

行淨灘監測，以了解日常生活中，各種廢棄物減量的急迫性，使參加者都能成

為守護地球的環保尖兵和志工。2019 年 9 月 22 日共有 88 位同仁及家人，一

起用愛來清淨南寮，不只淨化海灘，也藉機反思我們的生活方式，建立與大自

然共存共榮的關係。

5. 力求 - 共榮社會



CH5

99

5.1 環保公益　　5.2 關懷回饋　　5.3 藝文饗宴

財團法人力晶環境保護基金會於 2006 年 5 月成立，以促進環保教育，並推動國內外環保應用為宗旨。從事或贊助各類國內外環境保護領域之研究、討論與相關活

動，並積極將成果推行至個人、社會及企業體，將環境保護落實於生活。

計畫名稱 計畫時間(年/月) 實施內容 實施績效

1 老樹中途之家 2019/1~12
進行老樹保護計畫，並執行推廣本會相關宗旨，
聘請管理顧問以協助進行相關照護與諮詢等。

將因為工程建設等原因而面臨遭到砍伐命運的樹木移置適當土地，並進
行妥善照護與安排，希望透過這樣做能喚起台灣人的環保觀念，紀念樹
的生命，也教育了後代。

2
協助機關 / 企業 / 團體等
單位推行環保活動

2019/4/25~4/30
1. 贊助台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之「捍衛地球

戰士」環境教育互動式舞台劇校園宣導活動

宜蘭縣三民國小、玉田國小、中興國小、學進國小；

台南市西埔國小、南化國小、左鎮國小、北寮國小。

以上共計 802 人直接參與受益，提升學生瞭解和讚賞環境之美，引導其
自小養成關心環境問題，重視一次性垃圾對環境的影響及海洋生態的保
護，營造學生優質環境教育學習環境，打造無塑校園環境及無塑生活。

2019/4/18~4/19
2. 贊助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之「環保小尖

兵」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台南市成功國小、七股國小；高雄市楠梓國小、後勁國小。以上共計 662
人直接參與受益，透過簡單的戲劇演出，使孩子了解到節能減碳從生活
中就能做到，從而建立學生重視能源的具體觀念及其重要性，身體力行之
餘並能達到以孩童為媒介種子，將環保觀念傳遞給家人，擴大整體效益。

2019/3/27、
5/8~5/9

3. 贊助中華文創藝術公益協會之「節【碳】開始
做，地球唔煩惱」環境教育戲劇宣導活動

台南市土庫國小、公誠國小；台北市福星國小、華江國小、雙園國小、
萬大國小。以上共計 1,260 人直接參與受益，透過戲劇演出及文宣品之
發放，期許能加深環保知識、落實減碳目標，改變消費與生活態度，真
正做到降低能源 / 資源需求量。

3 美化環境重植栽櫻花樹案 2019/7~12

施工地點： 為美化 / 綠化環境，進行櫻花樹植栽案。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68 號 ( 本基金會會址
所在之大樓後方 )

施工日期：

2017/11/22 移除原本種植的樟樹 ( 樹根已深入樓
地板，造成部分裂損，且樹況亦不佳 )

2017/11/30 種植櫻花樹共八株 ( 四株吉野櫻、四
株八重櫻 )

2018/11/16 移除已枯萎的四株櫻花樹

2018/11/22 重新植栽 ( 兩株八重櫻、兩株吉野櫻 )

2019/11/28 移除並重新植栽已枯萎的兩株八重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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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 寶二水庫

9 月 21 日

藉此讓同仁了解園區用水及周邊水資源狀況，消彌新竹飲用水誤解之疑惑甚至

連帶影響周邊親屬或朋友，也強化同仁對環境 / 生態保護之意識。

環保講座

10 月 22 日

邀請學界分享業界循環經濟實際執行經驗，讓各單位藉此發想，科技產業如何

重新建構一套 [ 從搖籃到搖籃 ] 之嶄新經濟模式，共計 132 名員工參與並完訓。

◆環安衛宣導與教育

為強化公司同仁安全防護、節能減碳及健康促進觀念，風險管理處舉辦工安環保月系列活動，希望透過全體員工之共同參與，進而將人身安全、節能減碳及自主

性健康管理之相關觀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共同努力來實踐愛護生命和地球的承諾。

工安環保推廣

2019 年工安環保月 - 廠區工安尋寶活動

10 月 14 日 ~10 月 27 日

同仁尋找佈置於各廠四處地點之環安衛宣導內容，參與活動員工數破千人，全

數答對者於公司抽獎系統進行電腦隨機抽出 50 名幸運者，並於 10/31 公告得

獎名單，每人可獲得貳佰元萊爾富禮卷。

力積電認養海灘 - 大家一起來淨灘活動

10 月 6 日

響應環保署倡導美麗海岸線及維護海岸之清潔

政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於工安環保月期間

搭配新竹市環保局辦理淨灘活動。大家撿拾的

漂流木、舊蚵架、樹枝，還可以運用在環保局

最近推動的可食地景，做成曼陀羅菜畦，讓這

些垃圾轉換為有用的資源，持續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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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環保推廣

跳蚤市場

9 月 23 日 ~10 月 31 日

由公司同仁捐出家中不需用物品在活動中義賣，發揮物盡其用，落實資源回收

再利用，節能減碳做環保，義賣所得共計 157,282 元，所得全數捐出並做公

益善款，一舉數得，既做環保又能做愛心。

捐助對象：

新竹寶山德蘭兒童中心 57,282 元

喜憨兒基金會 50,000 元

仁愛兒童之家 50,000 元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巡迴展示活動

9 月 17 日

展示活動統一駐點於 
[P1/2 廠 辦公 (OB) 棟 5F]

藉由勞動部舉辦危害預防巡迴

展示活動，落實職場安全衛生

意識普及，並達到 " 體認危害 "

教育效果，進而達到「安全衛

生勞動環境，維護工作者身心

健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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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環保推廣

地震影音宣導與地震車體驗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利用地震影音宣導及地震車模擬地

震情境並搭配「趴下、掩護、穩住」

防護作為，讓同仁實際體驗，更具

備真實感，進而了解正確防災觀念

與應變防範措施。

防災宣導 slogan 創意徵選活動

9 月 9 日 ~9 月 30 日

運用順口 slogan 提升廠內同仁防災觀念，並落實在工作中。刺激同仁腦力激

盪，強化同仁防災概念，員工投稿件數計 73 件。

緊急應變

ERT( 緊急應變小組 ) 防災趣味競賽

9 月 19 日

以趣味競賽方式讓廠內人員熟悉防護器具使用，並培養 ERT 組員團隊合作默

契，落實 ERT 主訓 / 演練之精神。

健康促進活動

2019 年減重活動

活動期間：為兩個月

對象為 BMI 大於 20 之同仁 ( 孕婦除外 ) 皆可報名參與，分個人減重及團體平

均減重，鼓勵獎金從 1000~3000 元不等，促進員工自主運動與重視健康之動

力。活動總減重人數計 188人，總減重達 758.1公斤，平均每人減重 4.0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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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

國產水果品質優良，為協助農民解決火龍果、香蕉等生產過剩問題，合計

1,500 斤的果品於員工餐廳提供同仁取用。

火龍果、香蕉等果品供同仁取用

公司本著照顧社福團體，落實「用科技做公益、讓社會更美麗」的理念，

無償提供場地予公益團體進駐展示。

2019 年參與展售公益單位

5.2 關懷回饋

力積電積極參與園區綠地維護工作，自主認養園區二路行道樹維護 ( 認養

面積達 319 坪 )，包含養護前的雜草重生、植栽規劃，至第一階段去除雜草及

灌木枯枝，加入肥料養土等，再加種植日日春、馬櫻丹與雪茄花，提升科學園

區優良環境品質，善盡維護管理之責。

• 心路基金會 - 手工餅乾、香皂

• 香園紀念教養院 - 公益義賣

• 創世基金會 - 公益義賣

• 育成集賢庇護工場 - 手工餅乾

• 唐氏症基金會

• 新北市自閉症協會

• 為愛連結 - 脆肉捲、肉乾

• 高菲庇護工廠 - 蛋捲牛軋餅

養護前

第一階段：去除雜草及枯枝，並進行鬆土及養土作業

第二階段：栽種多樣性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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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公益

力積電在 2019 年整併後由公關承接原自發性成立的「公益社」，持續秉持愛與關懷，對社會弱勢團體提供協助，主要為推廣並結合善心及願意付出之員工，期望

透過實際參與及服務，真實了解公益活動之意涵；並且扮演公司內部募款的方便管道，激發同仁愛心不遺餘力。

月圓人團圓 - 【尖石偏鄉送月餅】

捐贈愛心月餅至尖石山區 :

尖石國小 25 份、教會捐贈 75 份 

（含尖石與新樂等部落）。

 

捐助項目 :

中秋月餅  100 份。

華山基金會 - 2019 年『愛老人』孤老年菜認購

公司同仁守護華山的孤老們：

每逢佳節即將到來，為華山孤老們盡份心力。

一同籌募愛心年菜經費，透過華山基金會的管道，

在過年前送一份份年菜到長輩家中。

捐助項目 :

總金額 $205,800 元。

反毒宣導

有鑑於毒品入侵校園的問題日漸氾濫，我們希望

能教導孩子們正確的反毒知識，目前力積電擁有

11 位合格的反毒宣導人員，力積電已於 2018 年

親至六所新竹縣市國小，進行多場反毒宣導，期

待為社會及同仁的孩子們盡一份心力。2019 年工

作人員為清華附小四年級 28 位小學生解說並宣導

反毒的重要性。 

捐助項目 :

累計至 2019 年參與工作人員人數共 98 人；參與

小學生共 1,18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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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力晶文化基金會於 2004 年 11 月成立，以推廣藝術文化活動為宗旨。現階段以透過主 / 協辦文化活動、表演或比賽等方式，來協助推動發展文化藝術活動，

及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文化藝術活動。

5.3 藝文饗宴

力晶美學藝堂

藝文公益活動 舉辦場次

" 普雷特涅夫鋼琴獨奏會 "
2019/6/19
共一場音樂會，約 2,000 人次
參與。

「費城管弦樂團」在台演出
2019/10/31
共一場音樂會，約 2,200 人次
參與。

「力晶 2019 藝文饗宴 - 捷克
愛樂管弦樂團」在台演出

2019/10/17
共一場音樂會，約 2,270 人次
參與。

「帕佛．賈維與阿姆斯特丹皇
家大會堂管絃樂團」在台演出

2019/11/14~11/15
共二場音樂會，約 4,800 人次
參與。

" 阿芙蒂耶娃鋼琴演奏會 "
2019/11/5
共一場音樂會，約 2,000 人次
參與。

「男高音皮爾古美聲禮讚聖誕
夜」在台演出

2019/12/13
共一場音樂會，約 2,030 人次
參與。

效益：
邀請各界人士共賞藝文之美，藉此提升藝文風氣與人才素質。

力晶美學藝堂

藝文公益活動 舉辦場次

「芝加哥交響樂團」
在台演出

2019/1/19
共一場 音樂會，約 2,200 人
次參與。

「齊瑪曼鋼琴獨奏會」
在台演出

2019/3/31
共一場音樂會，約 2,000 人次
參與。

「吉爾特伯格鋼琴獨奏會」 2019/6/4
共一場，約 2,120 人次參與。

「第一屆台北大師星秀音樂
節 Taipei Music Academy 
Festival」

2019/7/30~8/18
共七場音樂會、五場大師班及
一場講座，約9,000人次參與。

效益：
• 邀請各界人士共賞藝文之美，藉此提升藝文風氣與人才素質。
• 執行一系列教育推廣活動，如：大師班、公開藝文講座，俾使活

動效益擴大延伸，積極扶植台灣古典樂人才。

力晶美學藝堂

藝文公益活動 舉辦場次

「馬林斯基芭蕾與交響樂團」
在台演出

2019/7/18
共一場，約 1,500 人次參與。

福爾摩沙芭蕾舞團 2019【國
際舞蹈音樂交流講座 / 大師研
習班】

2019/7/14~15、
2019/7/29、2019/8/18
共四場，約 550 人次參與。

福爾摩沙芭蕾舞團 2019 年度
創作「關於柴可夫斯基」

2019/8/23~25
共三場，約 3,000 人次參與。

「悠遊風景繪畫 - 俄羅斯普希
金博物館特展」

展演期間
2018/11/17~2019/2/17
約 150,000 人次參與。

《 力 晶 2019 藝 文 饗 宴 北 京 
京劇院 _ 大宅門》

2019/5/17~19
共三場，約 4,500 人次參與。

「再會吧北投 音樂劇 PLUS」
在台演出

2019/7/19~10/19
共十九場，約33,700人次參與。

效益：
• 邀請各界人士共賞藝文之美，藉此提升藝文風氣與人才素質。
• 支持台灣本土戲劇、舞蹈、音樂、多媒體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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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
附錄一：保證聲明書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Powerchip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 201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is independent to Powerchip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PSMC 
in this statement) and has no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operation of PSMC other than for the assess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This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 stakeholders of PSMC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assuring 
its statements relating to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o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below.  It was not 
prepar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will not, in providing this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accept or assume responsibility (legal or otherwise) or accept liability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purpose for 
which it may be used, or to any person by whom the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may be read. 
This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review by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to it by PSMC.  The review does not extend beyond such information and is solely based on it.  In performing such 
review,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has assumed that all such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y queries that may arise by virtue of this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or matters relating to i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PSMC only. 

Scope 
The scope of engagement agreed upon with PSMC includes the followings: 
1. The assurance scop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Powerchip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 201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 The evalu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PSMC’s adherence to AA1000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s (2018) and the reliability 

of specifie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ype 2 of AA1000 Assurance 
Standard (2008) with 2018 Addendum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engagement.  

This statement was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reference only. 

Opinion Statement 
We conclude that the PSMC 201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rovides a fair view of the PSMC CSR programmes and 
performances during 2019.  The CSR report subject to assurance is materially correct without voluntary omissions based upon 
testing with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cope of the assurance,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provided by the PSMC and the sample taken.  
We believe that the 2019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re correctly represented.  The CSR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demonstrate PSMC’s efforts recognized by its stakeholders. 
Our work was carried out by a team of (CSR) report assur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A1000AS (2008) with 2018 Addendum.  We 
planned and performed this part of our work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s we consider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PSMC’s description of their approach to AA1000AS (2008) with 2018 Addendum and their self-decla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were fairly stated. 

Methodology 
Our work was designed to gather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our conclusion.  We undertook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 a top level review of issues raised by external parties that could be relevant to PSMC’s policies to provide a check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tatements made in the report 

⎯ discussion with managers on PSMC’s approach to stakeholder engagement.  Moreover, we had sampled two external 
stakeholders to conduct interview 

⎯ interview with 25 staffs involved in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report preparation and provision of report information were 
carried out 

⎯ review of ke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 review of the extent and maturity of the relevant accounting systems for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reports 
⎯ review of the findings of internal audits 
⎯ the verification of performance data and claims made in the report through meeting with managers responsible for gathering 

data 
⎯ review of the processes for gathering and ensuring the accuracy of data, followed data trails to initial aggregated source 

and checked sample data to greater depth during site visits 
⎯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data are based on audited financial data, we checked that this data was consistently reproduced 
⎯ review of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claims made in the reports 
⎯ an assess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concerning this reporting against the principles 

of Inclusivity, Materiality, Responsiveness and impact as described in the AA1000AP (2018) 
Peter Pu, Managing Director BSI Taiwan 
 

Conclusions 
A detailed review against the Inclusivity, Materiality, Responsiveness and impact of AA1000AP (2018) an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GRI Standards is set out below: 
Inclusivity 
In this report, it reflects that PSMC has continually sought the engagement of its stakeholders and established material sustainability 
topics,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has been conducted in developing and achieving an accountable and strategic response 
to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fair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s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so that 
appropriate planning and target-setting can be supported.  In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the report covers the PSMC’s inclusivity 
issues and has demonstrated social responsible conduct supported by top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ed in all levels among 
organization.   
Materiality 
The PSMC has established relative procedure in organization level, as the issues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all departments have 
been prioritized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f impact and applicable criter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  Therefore, 
material issues were completely analyzed and the relative inform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disclosed to enable its 
stakeholders to make informed judgments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In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the 
report covers the PSMC’s material issues.   
Responsiveness 
PSMC has implemented the practice to respond to the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its stakeholders.  An Ethical Policy for the 
PSMC is developed and continually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enhance PSMC’s responsiveness to stakeholder concerns.  
Topics that stakeholder concern about have been responded timely.  In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the report covers the PSMC’s 
responsiveness issues.   

Impact 
PSMC has Identified and fairly represented impacts that were measured and disclosed in probably balanced and effective way.  
PSMC has established processes to monitor, measure, evaluate and manage impacts that lead to more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within an organization.  In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the report covers the PSMC’s impact issue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Based on our work described in this statement, specifie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such as GRI Standards disclosures 
disclosed in this report, PSMC and BSI have agreed upon to include in the scope.  In our view,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in 2019 PSMC CSR Report are reliable by means of vouching, re-tracking, re-computing and confirmation.   
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GRI Standards) 
PSMC provided us with their self-declara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For each material topic covered by 
a topic-specific GRI Standard, comply with all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at least one topic-specific disclosure).  Based on our 
review, we confirm tha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closures with reference to GRI Standards’ disclosures 
are reported, partially reported or omitted.  In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the self- declaration covers the PSMC’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opics.   
Assurance level 
The high level assurance provided is in accordance with AA1000AS (2008) with 2018 Addendum in our review, as defined by the 
scope and methodology described in this statement. 
Responsibility 
This CSR repor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SMC’s chairman as declared in his responsibility letter.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provide 
an independent assurance opinion statement to stakeholders giving 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based on the scope and methodology 
described. 
Competency and Independence  
The assurance team was composed of lead auditors experienced in relevant sectors, and trained in a range of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including AA1000AS, ISO 14001, ISO 45001, ISO 14064 and ISO 9001.  BSI is a leading 
global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body founded in 1901.  The assurance is carried out in line with the BSI Fair Trading Code of 
Practice.   
 
 

 

 
 
 

 
Taiwan Headquarters: 2nd Floor, No. 37, Ji-Hu Rd., Ni-Hu Dist., Taipei 114, Taiwan, R.O.C. 

A Member of the BSI Group of Companies. 

Statement No:  SRA-TW-2019063 
2020-09-29 
 
 
 
 

For and on behalf of 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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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經第三方公正單位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查證通過，查證結果如附錄一保證聲明書所示。
「 * 」為重大主題、「 ● 」為經外部保證。

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1.	組織概況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1 組織名稱 ● 力積電簡介 06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 力積電簡介 06

102-3 總部位置 ● 力積電簡介 06

102-4 營運活動地點 ● 力積電簡介 06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 力積電簡介 06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 力積電簡介 06

102-7 組織規模 ● 力積電簡介 06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
力積電簡介
4.1 人力概況

06
76

102-9 供應鏈 ● 2.4 供應夥伴 52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
聚焦晶圓代工
2.2 創新研發
2.4 供應夥伴

06
42
52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 1.4 風險管理 25

102-12 外部倡議 ●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08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 外部參與 07

2.	策略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 經營者的話 02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全面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 1.4 風險管理 25

3.	倫理與誠信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 1.2 誠信守規 23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全面

102-17 關於倫理之建議與顧慮的機制 ● 1.2 誠信守規 23

附錄二：GRI 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準則）對照表



CH6

108

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4.	治理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18 治理結構 ● 1.1 組織架構 21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全面

102-19 委任權責 ● 不對應

102-20 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 不對應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 不對應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 不對應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 不對應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 不對應

102-25 利益衝突 ● 不對應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 不對應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 不對應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 不對應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 不對應

102-30 風險管理程序的有效性 ● 不對應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 不對應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 不揭露

102-33 溝通重要關鍵議題 ● 不對應

102-34 關鍵議題的性質與總數 ● 不對應

102-35 薪酬政策 ● 不對應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 不對應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 不對應

102-38 年度總薪酬比率 ● 不揭露

102-39 年度總薪酬比率之增加百分比 ● 不揭露

5.	利害關係人溝通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 溝通利害關係人 09

102-41 團體協約 ● -- 無成立工會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 溝通利害關係人 09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 溝通利害關係人 09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 溝通利害關係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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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6.	報導實務

GRI102 一般揭露
2016：核心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 聚焦晶圓代工 06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 重大主題鑑別與管理 09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 重大主題鑑別與管理 09

102-48 資訊重編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49 報導改變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0 報導期間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2 報導週期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5 GRI 內容索引 ● 關於本報告書 01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 關於本報告書 01

特定主題準則：200 系列 ( 經濟的主題）
*經濟績效

GRI 103
經濟績效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GRI 201
經濟績效主題揭露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 1.3 財務績效 24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 -- 不揭露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 4.2 員工福祉 78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 1.3 財務績效 24
未接受政府補

助

市場地位

GRI 202
市場地位主題揭露 2016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
比率

● -- 不對應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 4.1 人力概況 76

間接經濟衝擊
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主題揭露
2016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 -- 不揭露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 -- 不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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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採購實務

GRI 204
採購實務主題揭露 2016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 2.4 供應夥伴 52

* 反貪腐

GRI 103
反貪腐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GRI 205
反貪腐主題揭露 2016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 -- 不揭露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 1.2 誠信守規 23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 內部控制 23

反競爭行為
GRI 206
反競爭行為主題揭露
2016

206-1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
行動

● 內部控制 23

特定主題準則：300 系列 ( 環境的主題）
物料

GRI 301
物料主題揭露 2016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 -- 不揭露

301-2 使用的再生物料 ● -- 不揭露

301-3 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 -- 不揭露

* 能源

GRI 103
能源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GRI 302
能源主題揭露 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 能源耗用 59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 -- 不揭露

302-3 能源密集度 ● 能源耗用 59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 節約能源 60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 -- 不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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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水

GRI 103
水管理方針 2018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GRI 303
水主題揭露 2018

303-1 共享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 水資源管理 63

303-2 與排水相關衝擊的管理 ● 水資源管理 63

303-3 取水量 ● 水資源管理 63

303-4 排水量 ● 廢水處理 64

303-5 耗水量 ● 廢水處理 64

生物多樣性

GRI 304
生物多樣性主題揭露
2016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
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樣性價值
的地區

● -- 不揭露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顯著
衝擊

● -- 不揭露

304-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 -- 不揭露

304-4
受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 IUCN 紅色名
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

● -- 不揭露

* 排放

GRI 103
排放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GRI 305
排放主題揭露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61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61

305-3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 -- 不揭露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61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61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 ● -- 不揭露

305-7
氮氧化物 (NOx)、硫氧化物 (SOx)，及其它重大
的氣體排放

● 空污排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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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廢汙水和廢棄物

GRI 103
廢汙水和廢棄物管理方
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主題揭
露 2016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 廢水處理 64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 廢棄物處理 68

306-3 嚴重洩漏 ●
廢水處理
廢棄物處理

64
68

306-4 廢棄物運輸 ● 廢棄物處理 68

306-5 受放流水及其它（地表）逕流排放而影響的水體 ● 廢水處理 64

*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GRI 103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
循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GRI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
循主題揭露 2016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 3.3 綠色生產 66

供應商環境評估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主題揭
露 2016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 供應商稽核 54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 供應商稽核 54

特定主題準則：400 系列 ( 社會的主題）
*勞雇關係

GRI 103
勞雇關係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GRI 401
勞雇關係主題揭露 201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 4.1 人力概況 7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
福利

● 4.2 員工福祉 78

401-3 育嬰假 ● 4.2 員工福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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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勞資關係

GRI 103
勞資關係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GRI 402
勞資關係主題揭露 2016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 4.1 人力概況 76

* 職業安全衛生
GRI 10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方針
2018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主題揭露
2018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2 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 及事故調查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諮詢與溝通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聯之職業安全衛
生的衝擊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9 職業傷害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403-10 職業病 ●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 訓練與教育
GRI 103
訓練與教育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GRI 404
訓練與教育主題揭露
2016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4.3 職能發展 83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 4.3 職能發展 83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 4.2 員工福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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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主題揭露 2016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
1.1 組織架構
4.1 人力概況

21
76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 -- 不揭露

不歧視
GRI 406
不歧視主題揭露 2016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 -- 不揭露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GRI 407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主題揭露 2016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風險的營運據點或
供應商

● -- 不揭露

童工
GRI 408
童工主題揭露 2016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 -- 不揭露

強迫或強制勞動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主題揭
露 2016

409-1
具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
應商

● -- 不揭露

保全實務
GRI 410
保全實務主題揭露 2016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訓練 ● 4.1 人力概況 76

原住民權利
GRI 411
原住民權利主題揭露
2016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 內部控制 23

人權評估

GRI 412
人權評估主題揭露 2016

412-1 接受人權檢視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活動 ● -- 不對照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 -- 不對照

412-3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議
及合約

●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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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當地社區

GRI 413
當地社區主題揭露 2016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營運
活動

● 3.3 綠色生產 66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
活動

● 5.2 關懷回饋 103

供應商社會評估
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主題揭
露 2016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 2.4 供應夥伴 52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 2.4 供應夥伴 52

公共政策
GRI 415
公共政策主題揭露 2016

415-1 政治捐獻 ● 內部控制 23
報告期間內無

政治捐獻

* 顧客健康與安全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主題揭露 2016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
2.3 客戶服務
3.3 綠色生產

48
66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 內部控制 23

行銷與標示
GRI 417
行銷與標示主題揭露
2016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 -- 不揭露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法規的事件 ● -- 不揭露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 -- 不揭露

* 客戶隱私

GRI 103
客戶隱私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GRI 418
客戶隱私主題揭露 2016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 1.5 資安控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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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類別 /主題 編號 GRI 準則揭露內容 外部保證 對應章節 頁碼 省略 /備註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GRI 103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主題揭露 2016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自訂永續主題
*誠信治理

GRI 103
誠信治理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 智慧財產權

GRI 103
智慧財產權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
GRI 103
產品服務研發創新管理
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 資訊揭露
GRI 103
資訊揭露管理
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 生產作業品質管理
GRI 103
生產作業品質
管理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 員工職能管理
GRI 103
員工職能管理
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重大主題邊界說明 13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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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對照表

項次 永續發展目標 對應章節 頁碼

目標 3

3.9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減少
死於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
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
的死亡及疾病人數。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目標 4

4.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擁有相
關就業、覓得好工作與企業管理
職能的年輕人與成人的人數增加 
x %，包括技術與職業技能。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目標 6

6.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全面實施
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包括跨界
合作。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6.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水質，
減少污染，消除垃圾 傾倒，減少
有毒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
出，將未經 處理的廢水比例減少
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安全再使
用率提高 x %。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目標 7

7.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全球能
源效率的改善度提高一倍。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7.a.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國際
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
取得管道，包括再生能源、能源
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
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與
乾淨能源科技的投資。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目標 8

8.2 透過多元化、科技升級與創新提
高經濟體的產能，包括將焦點集
中在高附加價值與勞動力密集的
產業。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項次 永續發展目標 對應章節 頁碼

目標 10

10.3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
作法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政
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
立法、政策與行動。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19
36

目標 12

12.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實現自
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有 效率
的使用。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2.4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依據議
定的國際架構，在化學藥 品與
廢棄物的生命週期中，以符合
環保的方式妥善管理 化學藥品
與廢棄物，大幅減少他們釋放
到空氣、水與土壤中，以減少
他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不利
影響。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2.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透過預
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 大幅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12.6 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工
商作法，尤其是大規模與 跨國
公司，並將永續性資訊納入他
們的報告週期中。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12.7 依據國家政策與優先要務，促
進 可 永 續 發 展 的 公 共 採 購 流
程。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目標 16

16.5 大 幅 減 少 各 種 形 式 的 貪 污 賄
賂。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16.6 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
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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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ISO26000 社會責任標準指南對照表

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碼

1. 組織治理

1.1
組織於執行目標時下決策與實施
決定的系統

力積電簡介 06

2. 人權

2.1
符合法規並避免因人權問題造成
之風險之查核

內部控制 23

2.2 人權的風險處境 1.4 風險管理 25

2.3
避免有同謀關係—直接、利益及
沉默等同謀關係 ( 共犯的避免 )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2.4 解決委屈 ( 解決牢騷埋怨 )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2.5 歧視與弱勢族群 4.1 人力概況 76

2.6 公民與政治權 4.1 人力概況 76

2.7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4.1 人力概況 76

2.8 工作的基本權利 4.2 員工福祉 78

3. 勞動實務

3.1 聘僱與聘雇關係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3.2 工作條件與社會保護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3.3 社會對話 四、力積電 - 幸福企業 74

3.4 工作的健康與安全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3.5 人力發展與訓練 4.3 職能發展 83

4. 環境

4.1 污染預防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4.2 永續資源利用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4.3 氣候變遷的減緩與適應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7

4.4
環境保護與自然棲息地的保護與
恢復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1 環保公益

57
98

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碼

5. 公平的經營實務

5.1 反貪腐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5.2 負責任的政治參與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5.3 公平競爭 1.2 誠信守規 23

5.4 促進影響範圍內的社會責任 一、力行 - 誠信經營 19

5.5 尊重智慧財產權 2.2 創新研發 42

6. 消費者議題

6.1 公平的行銷、資訊與契約的實務 2.4 供應夥伴 52

6.2 保護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 2.3 客戶服務 48

6.3 永續消費 2.3 客戶服務 48

6.4
消費者服務、支援、抱怨與爭議
解決

2.3 客戶服務 48

6.5 消費者資料保護與隱私 1.5 資安控管 34

6.6 提供必要的服務 2.3 客戶服務 48

6.7 教育與認知 4.3 職能發展 83

7. 社會參與與發展

7.1 社區參與 五、力求 - 共融社會 98

7.2 教育與文化 5.3 藝文饗宴 105

7.3 增加就業與技術發展 4.3 職能發展 83

7.4 科技發展 二、力爭 - 綠色創新 36

7.5 增加財富與收入
1.3 財務績效
2.2 創新研發

24
42

7.6 健康 4.4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

7.7 社會投資 五、力求 - 共融社會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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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項次 條文 對應章節 頁碼

1. 人權部分

1 在企業影響所及範圍內，支持並尊重國際人權 力積電簡介 06

2 企業應確保公司內不違反人權 力積電簡介 06

2. 勞工部分

3 保障勞工集會結社之自由，並有效承認集體談判的
權利

4.1 人力概況
4.2 員工福祉

76
78

4 消彌所有形式之強迫性勞動 4.1 人力概況 76

5 有效廢除童工 4.1 人力概況 76

6 消彌雇用及職業上的歧視 4.1 人力概況 76

3. 環境部分

7 支持對環境挑戰採取預防性措施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6

8 採取善盡更多的企業環境責任之作法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6

9 鼓勵研發及擴散環保化的科技 三、力挺 - 永續環境 56

4. 反貪腐部分

10 企業應致力於反貪腐活動，其中包含敲詐及賄絡 1.2 誠信守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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